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9-012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勇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产品为核心，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紧密围绕年度重点工作计划，专注核心业务，积极

把握市场机遇，创新开拓，不断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公司继续保持研发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加快新产品研发及注册工作，丰富产品线。新一代Polaris（北极星）系列

分析系统样机在第十六届国际检验医学暨输血仪器试剂博览会实测展示，显著提升公司自产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和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生化诊断业务的竞争领先优势，为未来免疫发光诊断业务的快速成长创

造更好的竞争优势。公司正全力推进Polaris系列产品的注册工作。 

公司继续专注主营业务，聚焦优势领域，进一步加强公司营销团队与渠道公司的协同互补，进一步协调公司试剂产品和

仪器产品健康有序发展，统一市场策略，共享终端资源。继续巩固公司生化产品线、酶免产品线的市场竞争优势，持续提升

化学发光仪器的性能，进一步提高公司化学发光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挥自身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整合优势渠道资源进一

步提升公司自产产品的销售，以产品质量和服务把控好终端客户，提升终端客户对公司品牌、产品与服务的忠诚度。报告期

内，渠道公司实现自产试剂销售同比增长达到50%以上。 

公司进一步优化公司分子诊断业务运营体系，加强科华与天隆在分子诊断业务的协同与合作，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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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双方的研发、市场、销售资源，提高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在保持血液中心（血站）核酸检测业务市场份额的同时，积

极开拓生物制品客户，把握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要求的2019年底单采血浆站实现核酸检测全覆盖的政策利好，争取为更多终端

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报告期内，由于国家对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重视，控股子公司西安天隆的“非洲猪瘟”病

毒检测相关仪器和试剂产品收入大幅增长，实现收入2000万元左右， PCR试剂、核酸提取试剂、PCR设备、核酸提取设备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50%以上。2018年10月取得注册证的高血压合理用药检测试剂盒（PCR-溶解曲线法）市场推广取得良好开局，

已签订授权代理终端超过30家，为实现销售增长打下扎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558万元，同比增长11.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58万元，同比

增长2.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810万元，同比增长0.62%。报告期末总资产357,715

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2.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20,844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1.43%。报告期内，由于并购贷

款增长导致利息费用支出较大上升，合并报表增加了西安天隆、苏州天隆、山东科华和江西科榕等子公司，导致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相应上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5,579,319.71 452,220,201.07 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581,381.02 48,525,068.94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103,882.81 47,808,135.32 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924,351.33 -12,327,186.06 304.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7 0.0947 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6 0.0946 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2.40% 减少 0.1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577,151,105.80 3,503,787,794.67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8,437,367.36 2,177,228,396.72 1.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79,977.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38,8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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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238.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7,921.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8,666.31  

合计 1,477,498.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1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League 

Agent(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8.61% 95,863,038 0   

唐伟国 境内自然人 7.10% 36,569,113 0 质押 24,284,50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11,319,779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0% 8,230,200 0   

李伟奇 境内自然人 1.13% 5,800,000 0   

刘向阳 境内自然人 0.95% 4,917,767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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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博时基金－农业

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广发基金－农业

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银华基金－农业

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易方达基金－农

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7% 2,960,8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League Agent(HK) Limited 95,863,038 人民币普通股 95,863,038 

唐伟国 36,569,113 人民币普通股 36,569,11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319,779 人民币普通股 11,319,77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2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200 

李伟奇 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00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刘向阳 4,917,767 人民币普通股 4,917,767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伟奇和刘向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分别持有公司 5,800,000股和 4,887,767股人民

币普通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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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预付款项同比增长42.94%，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代理产品货款增加； 

2、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减少32.84%，主要系报告期内待抵扣进项税减少； 

3、应交税费同比减少38.54%，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了上年末缓缴的部分增值税和所得税； 

4、其他综合收益同比减少145.98%，主要系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5、销售费用同比增长42.48%，主要系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西安天隆、苏州天隆、山东科华和江西科榕等子公司所致； 

6、管理费用同比增长73.31%，主要系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西安天隆、苏州天隆、山东科华和江西科榕等子公司所致； 

7、财务费用同比增长200.82%，主要系并购贷款导致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唐伟国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承诺方向本公司承诺所控制的子公司将不从事

体外临床免疫诊断试剂、生化诊断试剂及核酸诊

断试剂等的研究、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不会对公

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2004 年 06

月 08 日 
长期承诺 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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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100.00 105,169.54 1,544,749.48    1,594,849.48 自有资金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000,000.00      30,00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30,050,100.00 105,169.54 1,544,749.48 0.00 0.00 0.00 31,594,849.48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3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02

2&announcementId=1205940890&announcementTime=2019-03-26%2016:0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勇敏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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