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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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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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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三诺生物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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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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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814,506,766.48

761,337,540.44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545,371.12

168,102,888.10

-2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2,159,350.58

136,297,821.71

-1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209,833.91

-6,068,198.62

3,53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92

0.3073

-25.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92

0.3073

-25.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

7.59%

-2.72 个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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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913,308.73

3,000,007,971.94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5,618,255.19

2,622,996,240.86

-1.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7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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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李少波

境内自然人

26.77%

151,36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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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20,167,713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

17,509,122

建投嘉孚（上海）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84%

16,077,442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2.76%

15,613,950

UBS AG

境外法人

2.63%

14,880,855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信托·三诺生物１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17%

12,261,322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7,931,652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7,750,5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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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13,521,546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44,144,000

7,93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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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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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李少波

变更日期

2019 年 01 月 1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
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1 月 1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李少波

变更日期

2019 年 01 月 1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
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1 月 19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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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和2019年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加速布局以患者为中
心的全病程管理，重点加大核心产品和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加大对医院市场、基层医疗市场、国际
市场以及非血糖检测产品的开拓力度，进一步丰富公司慢病管理相关的监测产品线。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81,450.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8%。同时，由于一方面公司去年同期完成收购三
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64.98%股份，在合并日对原持有股权确认了股权增值部分的投资收益约2,300万
元，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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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度处于经营亏损状态。综上影响，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
别为:14,782.52万元和15,502.54万元，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1.45%和20.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954.5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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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国家生物医学工程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基地，率先通过了ISO 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及欧盟CE认证。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51项，其中中国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22项，
外观设计专利1项，新获17项中国专利授权；美国PTS公司共新申请9项国际专利，共有3项专利申请
获得批准，3项均为欧洲专利，增强了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工作，报告期内研发投入为6,832.20万元，占营业总收
入的8.39%，公司各项研发与创新工作按计划顺利开展：继续加快在电化学平台、光化学平台、荧光
免疫平台及移动医疗平台多平台上系列产品的研发，推动多指标试剂盒，便携式全自动多功能检测
仪等产品的研发注册和生产，首次取得创新产品注册—AGEscan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荧光检测仪。基
于“互联网+生物传感+健康管理=智慧健康”的发展规划，强化移动医疗产品创新能力，开发系列具
备数据传输功能的血糖监测和慢性疾病检测产品，打通院内、院外血糖管理系统，推出“分钟诊所”，
构建糖尿病及相关慢性疾病健康管理和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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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分行业
医疗器械行业收入

803,627,942.90 273,618,782.34

65.95%

5.80%

1.55%

1.42%

血糖监测系统

649,128,847.26 200,456,824.86

69.12%

7.92%

7.28%

0.18%

血脂检测系统

110,088,490.89

39,510,987.73

64.11%

7.31%

-13.59%

8.68%

中国

600,873,873.56 181,716,377.91

69.76%

3.12%

0.26%

0.86%

美国

124,376,104.08

52.39%

9.50%

-4.70%

7.09%

分产品

分地区

59,210,5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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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 相关列报调整
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23号-金融资产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详见：注1
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按照财
政部的规定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 根据财会〔2019〕6号修改，相关会计政 相关列报调整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公司在编制2019年 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详见：注2
半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 八次、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定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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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影响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19,000,000.00

19,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000,000.00

19,000,000.00

注2：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383,893,541.0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339,188,008.95

应收账款

95,985,899.48

95,985,899.48

应收票据

287,907,641.56

243,202,109.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7,439,108.62

应付账款

67,555,513.11
77,439,108.62

67,555,5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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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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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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