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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8             证券简称：三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0-078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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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了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计划报告期内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负责人李少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安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竹子声明：保

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票简称 三诺生物 股票代码 3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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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安国  许卉雨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谷苑路 265 号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谷苑路 265 号 

电话 0731-8993 5529  0731-8993 5529 

电子信箱 investor@sinocare.com  investor@sinocar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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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2,313,876.62 814,506,766.48 1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455,048.42 129,545,371.12 2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153,946,772.40 122,159,350.58 2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670,375.47 208,209,833.91 -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04 0.2292 22.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4 0.2292 22.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4.8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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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027,204.54 3,281,508,705.90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1,247,070.40 2,648,940,899.16 -0.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4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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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少波 境内自然人 26.77% 151,362,062 113,521,546 质押 144,144,000 

车宏莉 境内自然人 21.90% 123,806,9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7% 39,987,91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4% 22,278,201    

UBS AG 境外法人 3.06% 17,322,27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均

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58% 14,565,338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13,160,4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医

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3% 12,026,020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7,931,652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1.33% 7,545,5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01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少波先生与车宏莉女士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为保障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履行股东职

责的过程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2019 年 1 月 18 日，李少波先生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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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莉女士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协议》，自前述协议签署

之日起，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成为李少波先

生。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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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231.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37%。受市场环境及国际销售等

因素影响，公司参股子公司深圳市心诺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处于经营亏损状态，但相较上年同

期亏损收窄。公司报告期内总体经营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为19,559.75万

元和19,932.26万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2.32%和28.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845.5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32%。 

公司持续注重产品研发的投入和自身产业技术的积累，2020上半年，研发投入为8,031.61万元，占营

业总收入的8.26%，公司各项研发与创新工作按计划顺利开展，公司共申请专利18项，其中中国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新获20项中国专利授权；PTS共申请了6项专利，共获得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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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专利，其中中国专利1项，美国专利4项，欧洲专利1项。 

同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公司快速响应国家的号召，以助力全球抗疫为己任，充分发挥公司

长期的研发投入、技术积累以及POCT领军企业技术优势，成立项目组并输出新冠抗体检测技术开发方案，

完成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系列检测试剂新品的研发，开发了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适用于定性联合检测人体血清、血浆或全血临床样本中的新冠病毒IgG和IgM抗体，具备美国市场、欧盟市

场准入资格，彰显了公司的研发实力，以及共同抗疫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公司的社会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占比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如下表：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医疗器械行业收入  968,491,114.84   329,741,876.64  65.95% 20.51% 20.51% 0.00% 

分产品 

血糖监测系统  684,554,642.91   191,834,233.05  71.98% 5.46% -4.30% 2.86% 

血脂检测系统  107,625,346.38   43,272,232.72  59.79% -2.24% 9.52% -4.32% 

分地区 

中国  715,684,928.84   220,857,611.65  69.14% 19.11% 21.54% -0.62% 

美国  97,169,280.42   42,404,778.90  56.36% -21.87% -28.38% 3.97% 

其他地区  159,459,667.35   70,138,232.17  56.02% 78.65% 85.25%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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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规定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相关列报调整详见：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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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

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

准则。 

注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31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32,577,736.61  32,577,736.61  

合同负债   32,577,736.61  32,577,7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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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三诺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诺生物（香港）有限公司、长沙三诺智慧糖尿病医院有限责任公司、Sinocare Meditech,Inc.、长沙三诺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长沙默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长沙健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长沙章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若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长沙超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Polymer Technology Systems,Inc.、PTS 

Diagnostics India Private Limited、PTS Diagnostics Real Estate Holdings,LLC、PTS Diagnostics California,Inc.、

三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三诺生物（阿根廷）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安诺心大药房有限公司、长沙三诺医学

检验有限公司、北京三诺健恒糖尿病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三诺生物（印尼）有限公司等21家。与上年相比，

本期新成立长沙三诺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三诺生物（印尼）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三诺健恒糖尿病医院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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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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