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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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金晋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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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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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884,487.18 297,185,149.31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685,430.87 65,667,179.26 15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1,247,945.93 65,828,456.68 8.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08,011.17 40,157,828.41 -14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29 0.1852 155.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29 0.1852 15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5% 4.18%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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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911,140.42 2,177,996,626.15 1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4,427,792.08 1,903,439,521.30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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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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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16.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5,858,800.78 

公司放弃全资孙公司雅士能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全资

子公司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的

控股子公司善觅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所确

认的收益。（未经审计）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532.53  

合计 96,437,48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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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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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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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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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5% 51,605,030 51,605,030   

高扬 境内自然人 13.89% 49,260,572 49,260,572 质押 30,230,000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1% 44,002,000 44,002,000 

质押 44,002,000 

冻结 44,002,000 

宏瓴思齐（珠海）并购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6%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8,000,000 

侯颖 境内自然人 7.38% 26,155,661 26,155,661 质押 17,750,000 

周大岳 境内自然人 4.24% 15,025,726 15,025,726 质押 4,200,000 

平潭天瑞祺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 15,000,000 15,000,000 质押 2,000,000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7% 11,248,117 11,248,117   

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 11,129,979 11,129,97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7% 10,193,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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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193,340 人民币普通股 10,193,3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92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92 

#傅湘涛 751,500 人民币普通股 7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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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保

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657,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3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1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22,265 人民币普通股 622,2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心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顾晓东 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 

#肖舟 429,850 人民币普通股 429,8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侯颖是股东高扬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1、公司流通股东傅湘涛持有公司股份 751,500 股，此部分股份为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股。 

2、公司流通股东顾晓东持有公司股份 450,000 股，此部分股份中 30,000 股为

普通账户持股，420,000 股为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3、公司流通股东肖舟持有公司股份 429,850 股，此部分股份为通过信用证券

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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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单位：

元） 

本报告期初（单位：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92,981,609.52 27,911,854.66 233.13% 
主要系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原材

料、设备等采购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1,798,658.39 7,730,259.72 440.71% 
主要系支付的各项备用金增加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207,631,750.70 77,658,419.32 167.37% 主要系新增联营企业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51,851,669.93 60,552,657.74 150.78% 
主要系公司加大福建大数据中心

产业园及医院配套设施建设所致。 

开发支出 21,732,684.52 7,185,248.99 202.46% 
主要系资本化研发项目阶段性持

续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64,620.31 14,008,338.66 -58.13% 
主要系由内部未实现利润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20,657,549.51 82,835,403.56 45.66%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964,028.78 48,100,584.38 -50.18% 主要系发放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853,165.12 26,425,877.05 -89.20% 
主要系缴纳前期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45,676,434.60 19,532,191.67 133.85% 
主要系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导致往

来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05,277.29 7,251,500.63 -88.90% 
主要系汇率波动，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所致。 

未分配利润 690,977,353.91 524,352,200.41 31.78%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4,590,715.27 38,881,494.52 -62.47% 

主要系善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所致。 

长期借款 145,925,566.00 - - 
主要系福建大数据中心产业园（一

期）建设使用项目贷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单位：

元） 

上年同期（单位：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23,416,960.60 34,750,360.77 -32.61% 
主要系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所致。 

财务费用 -875,792.31 -4,823,547.44 -81.84% 主要系汇率损失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991.90 1,875,064.79 -100.16% 主要系收回前期账款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5,411,865.40 -373,081.83 -22993.60% 主要系确认子公司投资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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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9,827,609.17 -373,081.83 2534.17% 

主要系确认合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收入 686,139.61 108,263.60 533.77% 主要系确认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143.07 269,541.02 -91.41% 主要系减少资产处置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单位：

元） 

上年同期（单位：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96,862.91 108,018.58 1656.05% 主要系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多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3,276,849.31 15,693,274.42 112.05% 

主要系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导致往

来款项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84,090,901.51 60,701,056.20 38.53% 

主要系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员

工及人才储备数量增加导致工资、

奖金、津贴和补贴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64,390,843.24 29,211,011.04 462.77% 

主要系公司加大基因检测设备及

福建大数据中心产业园及医院配

套设备投入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000,000.00 6,000,000.00 116.67% 主要系对联营公司投资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8,742,760.49 224 12831489.50% 

主要系放弃子公司控制权，减少子

公司货币资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1,208,112.77 564,219.59 114.12% 主要系支付借款利息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600,000.00 145.34 1788808.77% 主要系支付贷款项目服务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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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11月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圆基因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基于消费级基因检测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与公司基因检测主业上下游的协同作用，

公司向主营业务为消费级数字化健康及遗传测试基因检测服务的公司进行战略投资。2019年1月9日，消费级数字化健康及遗

传测试基因检测服务的公司北京源圆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本次对外投资充分考虑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北京源圆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公司凭借在基因测序临床转化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资源优势，通过参股且保

留限制性股权优先购买权和独家股权选择购买权的方式，尝试进入消费级基因检测行业，推进公司基因全产业链战略布局进

程的重要一步。 

2、2018年11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公司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因合同纠纷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2019年1月9日，上述股

份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天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4,00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12.41%。其所持有的股份累计被冻结数量为44,002,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41%。上述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2019年3月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6），本次关联交易使公司能够在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完整继承其原有肿瘤业务后，继续以符合相关协

议要求的方式参与肿瘤业务拓展，具有业务持续性，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发展肿瘤业务造成障碍，是日常经营所需，不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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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将关注上述关联交易在未来报告期内的实际发生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2019年3月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8），公司全资孙公司雅士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能”，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贝瑞和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雅士能100%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善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觅控股”）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进行融

资，同时善觅控股董事会构成进行调整，新进投资者拥有一名董事席位（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

有善觅控股38.39%的股份，占其董事席位的1/2以下，将不再拥有其财务和经营政策决定权，交易各方未订立表明控制权的

例外协议，公司放弃对善觅控股的控制权。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放弃权力事项预期产生利润的专项说明（上会师报字（2019）第0854号）》，预计本次控制权发生变更产生利润金

额约为9,200万元—9,700万元。截止本季度末，本次交易已完成，本次控制权发生变更产生收益金额为95,858,800.78元（未

经审计）。善觅控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此因素属非追溯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产生影响且公

司将继续有权参与善觅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投资的主营业务为消费级数字化健

康及遗传测试基因检测服务的公司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见上述 1） 

2019 年 01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对外投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持股 5%以上的非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

结（具体内容见上述 2） 
2019 年 01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持股 

5%以上的非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2）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具体内容

见上述 3） 
2019 年 03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公司放弃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具体内

容见上述 4） 
2019 年 03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

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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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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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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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500 -- 27,000 14,587 增长 61.10% -- 8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27 -- 0.7614 0.4114 增长 61.10% -- 85.10% 

业绩预告的说明 

1、随着基因检测行业政策的出台和市场整体需求的增加，公司凭借在基因检测

行业的先发优势、规模优势和品牌竞争力，驱动业绩增长； 

2、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95,858,800.78 元（未经

审计）。主要是公司在 2019 年第一季度确认放弃全资孙公司雅士能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的控股子公司善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产生的收益。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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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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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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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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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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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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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