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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9-04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华生物 股票代码 0020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锡林 宋钰锟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 1189 号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 1189 号 

电话 021-64850088 021-64850088 

电子信箱 kehua@skhb.com songyukun@skhb.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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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397,020.19 974,394,396.81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786,670.25 137,017,534.03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0,798,357.19 133,069,554.44 -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929,528.47 18,074,495.25 3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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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08 0.2671 1.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04 0.2669 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8% 6.65% 减少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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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8,301,851.62 3,503,787,794.67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6,698,463.51 2,177,228,396.72 4.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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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5,790,000 0   

刘向阳 境内自然人 0.98% 5,05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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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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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57% 2,96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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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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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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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李伟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5,79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东刘向阳通过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4,887,767 股人民币普通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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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专注主营业务，聚焦优势领域，重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丰富公司产

品线，坚持“以产品为核心，以客户为导向”的发展观，持续内部挖潜，优化资源配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2,439.70万元，同比增长15.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878.67万元，同比增长1.29%；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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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7,292.95万元，同比增长303.49%。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359,830.19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2.70%；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227,669.85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4.57%。 

报告期内，由于并购投资活动，贷款增长导致利息费用支出较大上升，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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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相应上升。IVD行业试剂产品要求全面实施冷链运输的监管

要求，增加了当期物流运输成本支出。以上几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报告期更好的盈利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年度重点工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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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顺利推进全新一代Polaris系列全自

动生化分析系统和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的注册工作，该系列产品由公司研发团队经过多年自主研发，已经取得多项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技术参数对标行业领先水平。Polaris C2000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单机检测速度达到2000测

试/小时，可模块化组合，轨道式批量进样；Polaris i2400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最高测速达到240测试/小时，可扩展支持

多台生化、免疫联机；均可与公司自产检测试剂配套组成溯源检测体系，实现高效、精准、智能检测。新产品样机已经在今

年上半年举办的第十六届国际检验医学暨输血仪器试剂博览会上展出，获得良好反响。公司正在加快推进该系列新产品的注

册审批工作，该系列新产品将有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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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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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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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公司实现科华自产试剂销售同比增长达到50%以上。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分子诊断业务运营体系，积极推动科华分子诊断事业部与天隆科技的全面融合，梳理人员、产

品、管理、流程、业务等，整合现有研发资源，优化在研项目，聚焦重点产品开发，分工协作，对有重合的部分研发项目，

进行评估取舍，提高研发效率。整合销售团队、市场部、售后团队资源。聘请天隆科技CEO担任科华生物副总裁，统一负责

分子诊断临床业务，根据双方在各个区域的渠道优势和终端优势，重新确定销售组织架构，完善各个省份区域的资源投入分

配，共享渠道和终端资源，协同互补，提高科华与天隆已有分子临床产品在终端的销售。充分利用科华新进收购的多家优质

渠道资源，进一步拉动分子临床产品在终端市场的销售增长。报告期内，西安天隆实现销售收入13,604万元，同比增长106.90%； 

净利润实现4,246万元。 “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相关仪器和试剂产品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核酸提取及PCR试剂系列中肝病、

HPV、优生优育、呼吸道、个体化用药较2018年同期均有一定增长，其中PCR试剂、核酸提取试剂、PCR设备、核酸提取设备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达到100%以上。另外，配合科华集团的妇幼健康战略，天隆在上半年获得B族链球菌分子诊断注册证，丰

富了产品差异化布局。 

生物制品的传染病原体筛选升级到分子诊断方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带来新的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在天坛生

物、博雅、双林等超大型客户中标或开始装机，对今后试剂导向的业务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医院集

采、合作共建和区域检验中心业务，集采业务中标终端合作医院数量已达18家，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190万元，同比增

长358.42%。公司于今年8月与千麦医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千麦医疗目前在全国中心城市成立了十数家独立医学实验室。公

司作为千麦医疗旗下实验室系统及实验室合作共建/集采打包业务生化仪器战略供应商，开展相关设备试剂业务合作，并为

千麦医疗提供优质高效的售后服务及其它增值服务内容。公司借助千麦医疗在第三方连锁经营的独立医学实验室的规模优势，

进一步促进核心业务增长，加快生化、免疫、分子诊断仪器和试剂的终端销售，提升公司卓越系列、天隆系列、以及未来上

市的Polaris系列等自有产品的终端市场份额。 

公司持续重视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和质量控制，始终将质控作为企业管理的最重要一环，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把控产品生命周期内各个环节。定期组织内审和管理评审，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近十余

年来，公司HBsAg检测试剂盒批批检检定合格率100%。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受各级主管部门的质量体系考核与检查9次，包括世

界卫生组织（WHO）现场审核、TUV换证审核等均获得全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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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7月25

日由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次公司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9,390.00万元，聚焦公司主业，

拟用于集采及区域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研发项目及总部运营提升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发行申请的相关工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将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方法从“已发生损失法”调整为“预期信用损失法”，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以组合、单项认定等

方法，对应收款项未来预期可能发生的减值做出的估计。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设立子公司无锡科华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根据《关于无锡科华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公司子公司上海科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无锡东

方肿瘤医院、朱思千女士、杜一方先生共同认缴无锡科华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增资额750万元，其中科华医疗以现金方式认缴

额为408万元，认缴后持有无锡科华医学检验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51%。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际出资204万元。 

（2）设立子公司山东科华悦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5日，公司子公司上海科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济南睿达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张学泉共同出资设立山

东科华悦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科华医疗认缴出资510万元，占山东科华悦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的51%。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际出资204万元。 

（3）设立子公司河南科华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公司子公司上海科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河南科华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王磊、职利芬共同出资设

立河南科华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科华医疗认缴出资510万元，占河南科华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的51%。截至报2019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勇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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