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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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生物”、“公司”）是一家立足于精准医疗领域，拥有完整

医疗诊断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的中国体外诊断公司。作为首家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的体外诊断上市公司，

始终坚持仪器和试剂双轮驱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分子、生化及免疫等领域，均具备全自动、灵活通量

检测系统解决方案和供应能力的公司，在国内体外临床诊断行业中拥有显著的综合性竞争优势。 

公司始终坚持“以产品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围绕“新科华 、新产品、新增长”，稳步推进公司在新产

品研发、注册方面的各项工作，以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持续加强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在扩大销售规模的

过程中追求利润增长的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3,659万元，同比增长 6.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0万元，同比增长 0.8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在研新项目共计 80个，其中注册申请

中的项目共计 17个。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普遍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医院的常规门急诊就诊人数明显下降。公

司传统生化免疫业务受疫情影响，试剂业务收入下降。面对严峻形势，公司积极开拓全自动生化仪的市场销售，

成功竞得 100 台卓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销售订单，并已完成向武汉医疗机构供货，助力武汉疫情防控和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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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产。面对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公司充分发挥在分子诊断领域已有的研发优势和产品线优势，成

功自主开发新冠检测试剂，公司上下加班加点保障全自动核酸检测工作站、核酸提取设备以及相关提取、检测

试剂的生产供应，为疾控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为国内较短时间内取得阶段性抗疫胜利作出贡献。

报告期内，全自动核酸检测工作站、核酸提取扩增设备以及相关提取、检测试剂等相关产品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1 亿元。公司参股的分子诊断企业奥然生物研发成功全自动全封闭荧光 PCR 一体机，被上海市应急征用紧急投

入疫情防控。 

公司意大利子公司 Technogenetics S.r.l.（TGS）深耕欧洲市场业务,拥有丰富的渠道资源和终端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公司在意大利开展研发产品多中心临床性能验证，相关验证结果获得多家意大利医院院

内机构认可，新冠检测产品已进入意大利官方采购渠道。TGS 已和坎帕尼亚地区(Campania)政府部门签约了新

型冠状病毒抗体胶体金法检测试剂供货协议，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支持帮助。报告期内 TGS实现销售收入 6,171

万元，同比增长 24.87%。TGS 于 4 月已获得 nCOVID-19 IgG&IgM POCT 新冠试剂的 CE认证。公司已于 3 月取得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PCR 法、新型冠状病毒 IgM 抗体检测 ELISA 法(酶联免疫吸附法)、新型冠状病毒 IgG 抗体检

测 ELISA法(酶联免疫吸附法)、新型冠状病毒 IgM/IgG抗体检测金标法四种相关产品的 CE认证和欧盟市场自由

销售证书。 

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积极推进 Polaris（北极星）系列及 POCT（爱兴）六大平台的上市工作。Polaris

（北极星）系列是公司推出的新一代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高性价比的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系统。该系统

可扩展至多个分析模块，实现生化和免疫分析一体化，实现流水线自动化、智能化检测。Polaris（北极星）系

列包括全自动模块式生化分析系统 Polaris c1000，全自动模块式生化分析系统 Polaris c2000，全自动模块式

化学发光分析系统 Polaris i2400，台式发光仪 Polaris i1800 和全自动模块化 Polaris 生化免疫分析系统。

Polaris c1000 和 Polaris c2000 已在年初上市，已在上海、甘肃、安徽、山东、辽宁等省市生物制品企业和

三级/二级医院终端实现装机。公司正全力推进 Polaris i2400、Polaris i1800、Polaris全自动模块化生化免

疫分析系统的上市工作，力争在 2020年下半年成功上市，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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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588,796.53 505,579,319.71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996,448.89 49,581,381.02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250,398.68 48,103,882.81 -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450,002.38 -49,924,351.3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5 0.0967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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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3 0.0966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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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4,643,057.59 3,704,842,430.09 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7,615,084.02 2,357,108,234.92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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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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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084.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057.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21,681.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07,531.47  

合计 3,746,05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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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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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 95,863,038 0   

唐伟国 境内自然人 7.11% 36,569,113 0 质押 31,083,746 

中国证券金融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11,319,7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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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0% 8,230,200 0   

郑勇兵 境内自然人 1.24% 6,398,022 0   

李伟奇 境内自然人 1.11% 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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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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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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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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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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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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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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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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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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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2,96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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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农

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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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勇兵 6,398,022 人民币普通股 6,398,022 

李伟奇 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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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伟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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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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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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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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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主要系子公司代理产品预付备货款增加； 

2、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增长35.55%，主要系报告期内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3、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增长46.30%，主要系报告期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4、短期借款同比增长58.01%，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借入包含防疫专项贷款在内的补充流动资金贷款； 

5、预收款项同比增长101.33%，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客户货款增加； 

6、应交税费同比增长30.63%，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所得税增加； 

7、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比增长，主要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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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中的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2020 年 04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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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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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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生物 其他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该激

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或限

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

贷款提供担保。 

2018 年 02 月

12 日 

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有

效期内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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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1229 

上海银

行 

50,100.

00 

公允价

值计量 

1,642,3

77.36 

-216,33

0.00 

1,375,9

47.36 
   

1,426,0

47.36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资

金 

合计 
50,100.

00 
-- 

1,642,3

77.36 

-216,33

0.00 

1,375,9

47.36 
0.00 0.00 0.00 

1,426,0

47.36 
-- --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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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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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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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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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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1 月 22 日 采访 媒体 公司疫情防控相关产品介绍 

2020 年 01 月 23 日 采访 媒体 上海新闻综合频道《夜线约见》栏目中进行疫情防控相关产品介绍 

2020 年 01 月 26 日 采访 媒体 
《众志成城 上市公司参与肺炎防控在行动！》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1/27/t20200127_34193164.shtml 

2020 年 02 月 03 日 采访 媒体 
《经济日报》2020 年 2 月 4 日第 7 版《科华生物：保障诊断设备与试

剂盒供应》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勇敏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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