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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发

展需要，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18,261.36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将用于新药研发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实验室新建及扩建项目  173,878.30  162,981.95 

1.1 
基因测序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天津武清） 
61,752.13 59,901.43 

1.2 英国实验室新建项目 33,064.91 29,927.79 

1.3 广州诺禾实验室新建项目 29,889.03 28,240.08 

1.4 上海诺禾实验室新建项目 20,667.02 18,329.41 

1.5 美国实验室新建项目 10,654.96 9,738.77 

1.6 新加坡实验室扩建项目 10,570.07 9,564.30 

1.7 
诺禾科技检测服务实验室项目 

（北京天竺保税区） 
7,280.17 7,280.17 

2 补充流动资金 55,279.40 55,279.40 

合计 229,157.70 218,261.36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

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

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册文件的要

求予以调整的，则届时将相应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实验室新建及扩建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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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相关子公司（包括不限于“天津诺禾科技”、“上海科

技”等），总投资额为 173,878.3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为 162,981.96 万

元，本项目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对租赁场地进行装修改造，新建或扩建基因测序实

验室，购置基因测序仪器及配套设备，招募专业技术人才等方面。本项目投产后

将面向高校、科研机构、医院、生物医药企业等机构提供基因测序服务。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本项目是公司基因测序业务规模快速扩大，解决产能瓶颈问题的需要 

2019 年至 2021 年以及 2022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53,482.89 万元、

149,002.76 万元、186,639.63 万元和 84,972.06，2019-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均

复合增长率约为 10.27%。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度收入较 2019 年度略

有下降。2021 年度业务稳步增长，2021 年度营业收入相较上年同期增长 25.26%，

相较于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 21.60%。 

随着基因测序服务行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公司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大，公司基因

测序服务能力受限于产能瓶颈的问题日益凸显，难以满足客户愈发旺盛的基因测

序服务需求。在此背景下，公司拟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英国、美国及新

加坡新建或扩建基因测序实验室，购置先进的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和自动化设备

及系统，并招募实验室所需专业技术人才，提升公司基因测序服务能力和水平，

缓解服务瓶颈，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司在基因测序行业内的市场份额，实现

公司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本项目是把握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的需要 

近年来，伴随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和精准医疗理念的兴起，学术界与商业

界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科学研究和探索，致力于从基因及分子等微观层面解

决人类健康问题。作为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基因测序技术不断升级迭代，

高通量测序技术和高通量测序设备日益普及，在保持较高准确率的基础上，提高

通量、降低测序成本，已成为基因测序实现商业化应用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上述

背景下，基因测序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医学和临床应用研究及其他领域的应用

广度和深度持续延展，为下游科研机构的创新研发工作和科研成果的高效产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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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提供保障，基因测序服务的市场需求不断释放。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把握基因测序行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

遇，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行业运营与管理经验，新建或扩建基因测序实

验室，扩大基因测序产品和服务的交付能力，在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实

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3）本项目是提高基因测序综合服务能力，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需要 

公司主要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研究性医院、生物医药企业等机构提供基础

科研、新药研发过程中所需要的基因测序和生物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提供的基因

测序服务是下游客户成功开展科研活动的基础前提。因此，服务质量是公司客户

选择供应商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近年来，在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并向应用领域

加速渗透、基因测序行业产品趋于同质化且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下游客户对

于测序服务商的需求响应速度、服务效率和测序结果精确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司目前仅在天津及南京设有检测实验室，全国各地样本绝大部分均需寄往天津

后，由天津实验室进行基因测序并出具报告。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各

地执行的防疫政策不同，各地运往天津的物流时有中断，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公

司服务响应的时间，为更好的服务当地及周边地区客户。公司拟在上海和广州增

设检测实验室，主要覆盖华东及华南地区客户的检测需求。公司于上海和广州新

建的实验室，将配备自动化柔性产线，提高实验室对简单样本的处理能力，增加

检测效率和服务响应时间。 

本项目通过新建基因测序实验室，购置性能先进的基因测序仪器及配套辅助

设备，一方面有助于公司实现对实验室本地及周边地区客户科研需求的快速响

应，改善样本的处理效率，缩短产品和服务交付周期，提升公司承接、完成基因

测序订单的能力；另一方面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物信息分析能力和基因测序结

果精确性，增强综合服务水平，满足下游客户多样化、定制化需求，持续构筑和

强化市场竞争优势。 

（4）贯彻“全球本土化”战略，深化全球区域化布局 

公司作为国内基因测序领域的佼佼者，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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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化的技术服务网络，在境内设有天津、南京中心实验室，在新加坡、美国、

英国建立了本地化运营的实验室，于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业务覆盖全球六大洲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对北美、

欧洲、东南亚等本地科研需求的快速响应，全面覆盖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 等境

内外一流科研院所，服务客户超过 6100 家。本次基因测序实验室建设项目，正

是对公司“全球本土化”战略的持续贯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公司全球

区域化布局。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政策及市场可行性 

①本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8 年 12 月，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将“基

因测序专业技术服务”列入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 

2019 年 9 月，发改委等部门颁布了《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

（2019-2022 年）》，强调支持前沿技术和产品研发应用，加快新一代基因测序、

肿瘤免疫治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研究和转化，

推动重大疾病的早期筛查、个体化治疗等精准化应用解决方案和决策支持系统应

用。 

2021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规划

强调要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在基因技术等前沿科技和

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近年来扶持政策的密集出台，将助力基因测序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本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②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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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代测序技术的推动下，基因测序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医学和临床应

用研究及其他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其中，基因测序服

务是行业中市场份额最大、增长速度较快的细分领域。根据 BCC Research 发布

的数据，2020 年全球基因测序市场规模达到 135.18 亿美元，至 2026 年预计将增

长至 377.21 亿美元，2021-2026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9.1%；其中，基因测序服

务领域 2020 年市场规模为 69.94 亿美元，占据行业整体 51.74%，至 2026 年市场

规模将达到 210.66 亿美元，2021-2026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20.7%。2020 年我国基

因测序市场规模达到 13.39 亿美元，至 2026 年预计将增长至 42.35 亿美元，

2021-2026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21.6%，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基因测序服务主要面向基础研究，下游客户主要为高校、科研机构、研

究性医院、生物医药企业等机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研发

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从 2011 年的 8,687.00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4,393.10

亿元。下游科研需求的增加，将直接驱动上游基因测序服务领域的发展，为优质

的基因测序服务商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因此，本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市场环境。 

（2）技术可行性 

在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的研发战略导向下，诺禾致源搭建了通量规模领先、

测序质量稳定、高效交付的基因测序平台，并始终在各项高难度基因测序技术领

域保持领先地位，全面掌握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及多组学整合研究

技术体系，形成从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跨领域协同优势，为项目实

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3）人才可行性 

诺禾致源拥有高素质规模化的技术和管理团队，汇集分子生物学、医学、临

床检验学、数学、物理、农学、计算机和信息学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博士硕士人

才等一千余人，组建形成全球最具规模的生物信息团队。此外，诺禾致源还拥有

一支专业基础扎实、技术研发与应用经验丰富、行业理解深刻的研发团队，为项

目实施提供了人才保障。 

4、项目实施主体与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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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英国、美国、新加坡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总投资额为 173,878.3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62,981.96

万元。 

5、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促进基因测序领域技术和产品的升级迭代，推动行业体量

和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同时，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实现对实验室本地及周边

地区客户科研需求的快速响应，显著改善样本的处理效率，缩短产品和服务交付

周期，并且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和测序结果精确性，满足下游客户多样化、

定制化需求，为各项科研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拟使用募集资金 55,279.4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

助于缓解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对流动资金需求的压力，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1）公司业务增长将增加日常营运资金需求 

随着公司产能扩大、研发支出增加、业务和人员规模不断增长，公司的日常

运营资金需求将持续增加，保证营运资金充足对于抵御市场风险、实现战略规划

有重要意义。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未来的资

金压力，保障公司业务规模的拓展和业务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促进公司可持续

发展。 

（2）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进一步优化公

司的财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偿债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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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流动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科创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具有可行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

公司资本实力，夯实公司业务的市场竞争地位，保障公司的盈利能力。 

（2）发行人内部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以法人治理为核心

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环境。为规范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

用、用途以及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拓展

公司业务领域，丰富产品管线；通过加强产品及学术推广，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

基因测序产品和服务的交付能力，从而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实

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金实力将

有所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完成后，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及实施需要一定时间，存在每股

收益等指标在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助于公司把握基因测序行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

和丰富的行业运营与管理经验，新建或扩建基因测序实验室，扩大基因测序产品

和服务的交付能力，在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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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

发展规划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基因测序的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

必要的、可行的。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