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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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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图生物 6036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房瑞宽 王 娜 

电话 0371-86506868 0371-86506868 

办公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十

五大街199号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十

五大街199号 

电子信箱 autobio@autobio.com.cn autobio@autobio.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920,123,751.51 2,656,573,593.33 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12,851,459.58 1,928,600,037.32 -0.8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4,612,520.36 273,527,506.67 11.36 

营业收入 1,179,364,033.06 848,303,509.28 3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20,251,422.26 246,639,711.08 29.85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7,686,235.88 235,564,004.53 3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33 14.60 增加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59 28.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59 28.8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3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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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郑州安图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7.4

9 

283,462,200 283,462,200 质

押 

25,805,789 

Z&F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6.7

9 

70,513,5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96 8,242,695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50 6,300,008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

合 

未知 0.49 2,039,447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

零三组合 

未知 0.41 1,719,054 0 无 0 

张俊杰 境内自然

人 

0.36 1,514,6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智能制造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4 1,447,132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农银汇理医疗保

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31 1,285,684 0 无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29 1,230,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郑州安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股东 Z&F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明宗旨、深布局、强创新、聚合力、稳增长、谋发展”的总体工作

方针，在主营业务上进一步广拓深耕，积极拓展市场，继续推进整体综合服务业务，不断增强公

司核心竞争力。 

创新方面，公司不断加强研发投入，积极开拓新领域与开发新产品，部分项目已经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为 1.39 亿元，占营业收入 11.81%。产品注册和知识产权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获专利 335 项（包含国际专利 26 项），获得产品注册（备案）证书 473 项，并

取得了 141项产品的欧盟 CE 认证，产品覆盖了免疫检测、生化检测和微生物检测等领域的诸多方

向，能够满足终端用户的多种检测需求。公司先后承担国家项目 9 项，省级项目 10 项，市区级项

目 21 项，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4 项，河南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9 项，已全面参与 74 项行业标准

制定。公司在质量控制方面，从研发、生产等环节严格落实 ISO9001和 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

进行全方位控制管理。此外，在生产效率方面，随着生产工艺改进及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进一

步提升了精良制造能力。 

资源整合方面，公司在战略并购与融合、流水线推进、核酸 POCT 国际战略合作等方面卓有成

效。实验室自动化流水线是公司战略产品布局之一，目前已初步完成产品营销价值定位、定价、

团队搭建和销售流程的建立。在核酸 POCT 方向，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与芬兰 Mobidiag 签署股权

认购协议及合资协议，并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境内成立郑州安图莫比分子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负责基于 Novodiag 核酸 POCT 技术平台的呼吸道、肠道及脑膜炎等多靶标核酸全自动 POCT

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在生化产品方向，安图生物、北京安图生物、佳能三方理念渐趋一致，

融合效果显著。 

 



服务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客服队伍达 717 人，秉承“用户至上，创造价值”的服

务理念，为用户提供了专业、及时、周到的技术服务；报告期内积极进行学术推广，为临床检验

质量的提升及公司品牌力提升，做出贡献。此外，整体服务事业部组织结构搭建已初成型，业务

流程和风险管控逐步完善，洛阳安图久和、云南安图久和、重庆安图久禾等公司业务的开展，助

推了安图实验室整体服务工作在全国的布局。 

综合方面，安图大学经过多年准备，于 2019 年 3 月 2 日正式成立。安图大学以“传播医学检

验知识，培养实践管理人才；为人类健康服务”为办学宗旨，以“求实，探索，追求卓越”为办

学理念，集合国内外体外诊断领域优秀的专家、学者，致力于专业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

“安图转债”，债券代码为“113538”，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8,297.90 万元，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安图生物秉持“致力于医学实验室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企业宗旨，努力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性能价格比、品质价格比更优的产品与服务。“成为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医学实验

室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回报员工，回报投资者，回报社会”是安图生物的美好愿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936.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03%；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25.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68.6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0.62%。同时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比上年同期

增长 53.13%。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