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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OSINO BIO-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CORPORATION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47）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
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中生北控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
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
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2)本公佈並無遺
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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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3 92,059 80,123 295,952 225,759

銷售成本 (48,157) (43,516) (167,857) (124,409)

毛利 43,902 36,607 128,095 101,350

其他收益及增益，淨值 1,000 (299) 2,096 786

銷售及分銷費用 (24,081) (20,057) (60,073) (50,385)

行政費用 (8,577) (7,713) (28,618) (34,862)

研究及開發費用 (7,963) (7,314) (21,305) (20,133)

其他費用，淨值 (532) (1,223) (532) (1,22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3,749 1 19,663 (4,467)

財務費用 (491) (3,299) (1,862) (8,365)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499 794 1,832 98

稅前溢利╱（虧損） 3,757 (2,504) 19,633 (12,734)

所得稅 4 759 1,322 (3,599)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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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虧損） 4,516 (1,182) 16,034 (9,289)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068 622 11,281 1,139

非控股權益 448 (1,804) 4,753 (10,428)

4,516 1,182 16,034 (9,289)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5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03 0.004 0.08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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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虧損）及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516 1,182 16,034 (9,289)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068 622 11,281 1,139

非控股權益 448 (1,804) 4,753 (10,428)

4,516 1,182 16,034 (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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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北京市昌平區科技園區超前路27號。

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銷售及分銷體外診斷試劑產品業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乃按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

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指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不計增值稅及政府附加稅）。

4. 所得稅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

提撥備（二零一八年：無）。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業務，而中國內地的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中國內地的

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的適用稅率計算。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法，於北京註冊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本

公司及其一間附屬公司可享有所得稅15%的優惠稅率。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中國 (769) 178 2,641 1,106

遞延 10 (1,500) 958 (4,551)

(759) (1,322) 3,599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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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間未經審核溢利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44,707,176股（二零一八年：144,707,176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並不存在攤薄事項，故未呈報每股攤薄盈利（二零一八

年：無）。

6. 儲備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儲備變動如下：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未經審核

資本儲備#

未經審核
法定儲備
未經審核

匯兌波動
儲備

未經審核

公允值
儲備

未經審核
保留溢利
未經審核

合計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44,707 105,090 46,066 (139) – 23,967 319,69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5 – 1,139 1,154

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14,471) (14,471)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144,707 105,090 46,066 (124) – 10,635 306,37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44,707 105,090 47,995 (173) (377) 4,661 301,90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63 – 11,281 11,344
收購非控股權益 – (2,550) – – – – (2,550)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 – – – – (14,471) (14,471)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144,707 102,540 47,995 (110) (377) 1,471 296,226

# 本集團的資本儲備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會計及財務規定設立的不可分派儲備。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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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九年三季度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健康的需求也與日俱增，體外診斷作為疾病
診斷的重要手段也獲得飛速發展，尤其是分級診療政策的實施是對於基層醫療市場的發展作用
巨大，行業的經營氛圍和市場環境進一步得到改善。體外診斷產品是基礎醫療領域內的重要醫
療裝備，包含基層醫療、大中型醫院基本醫療服務在內的基礎醫療的持續發展，是帶動體外診
斷行業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2019年上半年，國家先後出台了「改革完善醫用耗材採購政策」，「取消公立醫療機構醫用耗材
加成」以及「帶量採購」、「耗材集采」等一系列與IVD行業相關的醫保控費改革措施。這些政策
的逐步落地，給醫療器械行業、給本公司的經營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是長遠的影響，
尤其在按病種付費以及與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等相關措施的出台落地後，在產品具有穩定
質量的前提下，更側重於採購價格實惠、適應醫療機構診療特點的產品。體外診斷產品的性價
比、實用性逐漸成為影響終端客戶採購決策的重要因素。擁有較高性價比產品的企業，會在未
來市場競爭中逐步顯現優勢，市場佔有率會得到逐步提升。

目前，生化診斷試劑已成為我國體外診斷產業中發展最為成熟的細分領域，整體技術水平已基
本達到國際同期水平，產品質量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顯著提升，但該子行業增速已趨於平緩，
競爭焦點主要集中在產品和服務本身，行業競爭還包括企業的硬實力，包括產品的共享和服務
水平的技術優勢、創新能力和企業人才優勢等，體外診斷行業的技術研發與創新速度，決定企
業競爭的技術壁壘與市場佔有率，因此，企業面臨著提高產品質量、優化產品結構等持續性挑
戰。隨著中國企業研發實力的增強、基層醫院就診及檢驗數量的增加、按檢驗項目╱檢測方法
收費的指引政策的變化，即在醫院控費的需求下，醫院採用國產試劑的傾向性會加強，這有利
於國內試劑企業，同時將進一步促使IVD儀器和試劑的進口替代能力與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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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完成營業收入約人民幣2.96億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26

億元增加約31.1%。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1.28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9倍。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期內積極拓展新的銷售區域及客
戶以及綜合財務報表的範圍增加所致。

報告期內，公司獲得樣本萃取液產品一類備案三個；甲狀腺素(T4)定量檢測試劑盒（磁微粒化
學發光法）等32個產品進行延續註冊；CRP和SAA聯合檢測試劑盒及其制備方法等五項專利申
請進入實審階段。

展望及未來前景

從全球來看，體外診斷產品作為基礎醫療中的重要醫療裝備，其市場需求將受全球基礎醫療發
展的拉動。2018年全球體外診斷市場規模達654億美元，2019年預計增長率不低於4%，慢性病、
傳染病發病人數的不斷增長以及體外診斷檢測技術的不斷發展都是驅動體外診斷市場不斷發
展的主要因素。我國人口約佔全球的1/5，但體外診斷市場規模僅為全球的3%，規模仍然較小。
我國體外診斷產品人均年消費額為4.6美元，僅為全球平均消費水平的一半，更是遠遠低於發達
國家的人均水平。全球IVD市場約佔全部藥品市場的5%左右；而我國僅為1-1.5%左右。因此，與
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體外診斷行業仍處在發展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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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診斷行業覆蓋的群體大，市場空間和產值也足夠大，同時，診斷技術的不斷進步、國內企
業產品替代進口產品、分級診斷制度推進，加之體外診斷市場需求持續增長，這四大因素驅動
我國體外診斷產業發展。好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必然帶來較大的回報，因此行業也越來越受到資
本和企業的重視。

當然，儘管隨著基礎就醫的便利化、醫療服務的方便化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重IVD市場容量會
進一步擴大，但是，基層醫療服務體系的建設、升級還需要較長的時間。業已出台的醫保控費
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實，市場上購併、整合也在不斷進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醫用耗材集采
打包以及區域檢驗中心等新運營模式的快速發展，預期行業內的市場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市
場競爭將進一步加劇，充滿更多的不確定性，對整個行業市場參與者提出了更高的競爭要求。
面臨這樣的大勢，本公司承受的挑戰和壓力需要想方設法予以應對。

隨著「醫聯體與醫共體」建設和以強基層為重點的分級診療體系的逐步完善，內地診療服務體
系優質醫療資源將逐步有序地有效下沉，IVD的市場結構將隨之重新得以調整，各類產品的流
向也會發生改變。醫聯體和醫共體工作的推進，或將催生一批區域性臨檢中心的建設與發展，
一方面會為公司帶來更多的商機。但同時也對公司的營銷模式會越來越多的受到醫藥政策的挑
戰，業務人員單兵營銷的可發揮性以及營銷空間將會壓縮到一定的範圍之內，未來公司認為更
多的主要是以服務為發展趨勢，重點為技術研究，包括模型研究以及解決方案研究。



10

其他資料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

條至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姓名

持有本公司
內資股的

數目

佔本公司
內資股
百分比

持有本公司
H股的
數目

佔本公司
H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註冊股本總額

百分比

吳樂斌先生 3,500,878 4.35% – – 2.42%

陳錦添先生（附註） 24,506,143 30.47% – – 16.93%

許存茂博士 600,000 0.75% – – 0.41%

周潔先生 150,000 0.19% – – 0.10%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北京碩澤健康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北京碩澤」）持有本公司24,506,143股內資

股股份。由於陳錦添先生持有北京碩澤的100%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錦添先生被視為於北

京碩澤持有本公司的24,506,14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作出記錄
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8條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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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及監事所知，除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於上文「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一節所披露的權益外，下列
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
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記錄於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
冊內的權益，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數目

佔本公司有關類別
股份百分比

佔本公司
註冊

股本總額
百分比

內資股 H股 內資股 H股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直接實益擁有 31,308,576 – 38.93% 0.00% 21.64%

北京碩澤# 直接實益擁有 24,506,143 – 30.47% 0.00% 16.93%

北京君鳳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實益擁有 7,763,505 – 9.65% 0.00% 5.36%

陳錦添先生# 透過受控制公司 24,506,143 – 30.47% 0.00% 16.93%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直接實益擁有 – 27,256,143 0.00% 42.40% 18.84%

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透過受控制公司 – 27,256,143 0.00% 42.40% 18.84%

張詩苒女士 直接實益擁有 – 6,780,000 0.00% 10.55% 4.69%

Chung Shek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 3,800,000 0.00% 5.91% 2.63%

K.C. Wong Education Foundation 透過受控制公司 – 3,800,000 0.00% 5.91% 2.63%

# 北京碩澤由陳錦添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錦添先生被視為於北京碩澤所持有之

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 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之H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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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監事所知，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
（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監事除外，其權益載於上文「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
及相關股份的權益」一節）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記錄，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授予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
義見《GEM上市規則》）購買本公司任何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或購股權，彼等亦無行使任
何該等權利。

競爭權益

於期內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監事、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於任何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亦
概無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概無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標準，作為董事就本公司證
券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未有
遵守其證券交易行為守則規定之買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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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28及5.29條所載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鄭永唐博士、任孚今先生及潘春雨先生，已審閱本集團期內的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採納其中所載的建議最佳常規，惟下文所述
的守則條文第A.1.8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1.8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1.8條，本公司應安排合適保險以保障針對其董事之潛在法律行動。於本公佈
日期，本公司並未為董事安排有關保險保障。

本公司正在審閱及比較自若干保險公司取得的報價和保單建議書，現時目標為於二零一九年內
為董事購買有關責任保險。

承董事會命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吳樂斌

中國北京，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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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主席兼執行董事
吳樂斌先生

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孫哲博士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錦添先生

執行董事
許存茂博士及陳建華先生

非執行董事
程亞利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永唐博士，任孚今先生及潘春雨先生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在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一連登載最少七
日，及刊登於本公司網站www.zhongsheng.com.cn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