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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投资者线上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共计 194 家机构，336 名参会人员， 

详见附件《与会清单》。 

时间 2020 年 5 月 13 日-15 日、5 月 19 日-21 日 

地点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锦绣东路 23 号新产业生物

大厦十五层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 饶微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丁晨柳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张蕾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蕾就公司发展历程及公司产

品进行了简单介绍。 

 

互动提问： 

问：公司经营策略同其他国内外竞争对手相比有什么不同？ 
答：仪器方面主要通过丰富的产品系列，针对不同类型的客

户推出更适合的机型，例如：针对高端客户推出全自动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仪器 MAGLUMI X8，单机测试速度为 600 测

试/小时。同时公司也积极优化产品质量，保持产品性能稳定，

提升售后服务响应速度，目前基本可以做到 24 小时响应。 

试剂方面通过提供更全的试剂菜单，更优质的检测效率和更

具性价比的收费标准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检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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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未来 3-5 年来看，公司与竞争对手相比核心优势在哪里？ 

答：公司是化学发光领域国内唯一一家拥有涵盖纳米磁球、

关键试剂原料、试剂和仪器四大核心技术研发平台的厂家，

体现了公司的研发能力。从产品质量来看，在肿瘤标志物、

甲功和性腺等试剂项大类上公司与进口四大家的差距已显

著缩小。另外公司传染病术前八项注册证已经齐备，加之高

速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MAGLUMI X8 的推出，未来在传染

病领域也会有所建树。登陆资本市场后，公司也将积极利用

相关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 

 
问：与国内同行相比，公司销售人员数量较低的原因？ 

答：一方面由于公司的产品线目前专注于生化、发光领域，

没有盲目地全线拓展；另一方面公司奉行“精兵政策”，尽管

销售人员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合作经销商数量并不少，产品

的销售推广成果不仅仅取决于人数。 

 

问：公司在二级医院的覆盖率偏低，未来是否有进一步的拓

展规划？ 

答：二级医院的覆盖率与公司的仪器以销售而非投放为主有

关，由于经销商承担了仪器成本，因此会更倾向于将仪器铺

设到试剂消耗量更大的终端。上市后公司会加大对二级医院

的推广力度，基于公司完善的产品系列，公司也会调整对经

销商的鼓励政策，适当倾斜二级医院。 

 

问：2018 年仪器收入同比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答：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公司国内仪器及配套软件收入有

所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基本完

成对主要终端用户的覆盖，累计装机仪器已经达到较大基

数，从而新装机仪器较 2017 年度有所减少；二是随着公司

产品市场认可度提高，国内终端用户对样本位更多、速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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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大型仪器需求量增加，导致对中小型仪器需求有所减少

所致，二者装机速度略有差别。 

 
问：公司国内和国外单机产出比较低的原因？  

答：公司产品系列较全，涵盖大中小各类终端，但不会只为

提高单机产出盲目推大型机。从海外来看，欧美高端市场多

为公立医院和第三方实验室。公司的海外客户主要为私立医

院、小型实验室为主。国内不同等级医院检测量差别也很大，

三甲医院单机产出可能会达到几十万，但一些县级医院或者

社康可能单机产出会较少。综合产品系列和终端类型两方面

因素公司单机产出整体平均值略低。 

 
问：海外试剂收入少于仪器收入的原因是什么？ 

答：一方面目前海外主要通过与代理商合作来攻占市场，合

作模式的推广速度相对于印度等直接设立子公司的方式要

慢；另一方面美国、巴西、印度都有自己的监管体系，注册

过程差别较大，产品注册和前期推广情况不一。目前海外试

剂收入已经高于仪器收入，也说明公司海外布局逐渐步入收

获期。 

 

问：原材料占成本的比重比同行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答：公司具备成熟的关键原料研发平台，有利于降低原料成

本。总体原料研发策略为：1.采购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研发；

2.全球只有独家或者个别家可提供的原料，公司会进行研发。 

 
问：对于流水线市场公司是如何考虑的？销售预期是怎样

的？ 

答：公司通过与全球知名轨道厂商赛默飞合作，把公司发光

仪器接入赛默飞的轨道，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市场对于高质

量检测的需求，另一方面可借助赛默飞的渠道优势实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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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推广。 

公司认为目前国内 TLA 未到大面积推广的阶段，但如果客

户有 TLA 需求，公司也会尽力满足。 

 

问：很多IVD企业研发费用率在 10%左右，公司研发投入绝

对值与相对值比较低，未来在此方面的计划是什么？ 

答：公司相对专注于化学发光免疫诊断和生化诊断领域，业

务板块相对集中；人员培养策略以校招培养为主，研发人员

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公司研发投入是以需求为导向，且没有

在研发费用上设置预算。 

 

问：新冠病毒试剂对于公司的影响预期是如何？新冠整个市

场的规模有多大？ 

答：公司以一季度和 4 月份已实现业绩为基础，结合国内外

新冠疫情发展态势、4 月份订单执行情况、生产经营计划等

因素以及公司新冠病毒抗体试剂盒国外销售的最新情况确

定了二季度各月主要产品的环比增速和收入，对应 2020 年

半年度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26%至 33.61%。前述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系公司根据海外新冠试剂的销售情

况，在招股说明书业绩预计基础上进行了调整，该等业绩预

计数据仅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且

不构成盈利预测。 

整体新冠市场尚存在不确定性，主要看海外疫情控制情况，

普筛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问：未来公司的产品线布局是什么？ 

答：公司现阶段主要专注化学发光领域。 

试剂研发方面：截止 2020 年 1 季度末有 31 个试剂已取得

注册检验报告，进入药监局审核阶段。 

仪器研发方面：X 系列的新机型 MAGLUMI X3、MAGL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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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ini 将不断推出，以满足不同终端的需求，替换老机型。 

生化产品：公司在布局大型生化仪器 Biossays C8，可连接

MAGLUMI X8 高速发光仪器。 

附件清单（如有） 详见附件《与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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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清单 
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Mighty Divine Investment 鹏华基金 
Schonfeld 平安基金 
Sectoral Asset Management 平安证券 
安信基金 平安资管 
安信证券 平安资产 
奥博资本 浦银安盛 
宝盈基金 前海开源基金 
碧云资本 前海人寿 
博润投资 清水源投资 
博时基金 人保养老 
财通基金 人保资产 
财通资管 融通 
大成基金 融通基金 
大家资产 山西证券公募基金 
淡马锡 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淡水泉 上海盛宇投资 
德邦基金 上海泰旸资产 
鼎诺投资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阿尔法基金 上投摩根基金 
东方基金 申万菱信 
东方证券自营 深圳华强资管 
东方资管 深圳锦泓资本 
东吴基金 深圳前海厚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 深圳前海瑞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证基金 深圳前海无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银座金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元天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 深圳市玖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高瓴资本 深圳市前海粤鸿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高毅资产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资管 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 深圳市翼虎投资 
光大证券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竣弘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中兴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瑞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 
广发基金 深圳云天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盛宇资产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拾贝投资 
国海富兰克林 顺沣资产 
国金证券 太平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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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国开泰富基金 太平养老 
国联安基金 太平资产 
国盛证券 泰康资产 
国寿养老 泰旸资产 
国寿资产 天风证券 
国泰基金 天弘基金 
国泰君安证券 天治基金 
国泰君安资管 万家 
国投基金 梧桐树资本 
国信证券 西南证券 
海富通基金 希瓦 
海通证券 相聚资本 
瀚亚投资 新华基金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 新华养老 
禾其投资 鑫然投资 
合煦智远基金 鑫元基金 
河床 信达澳银基金 
恒生前海基金 兴聚睿郡 
恒悦资管 兴全基金 
弘毅投资 兴业基金 
厚生和 兴业证券 
华安基金 兴证全球基金 
华宝基金 阳光保险 
华德国际 易方达基金 
华富基金 银河基金 
华金证券 银华基金 
华商基金 英大资产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 盈峰基金 
华泰保兴基金 友邦人寿 
华泰证券 云溪基金 
华泰资管 长城财富 
华西证券 长城基金 
华夏基金 长城证券 
汇添富基金 长江养老保险 
惠州龙郡投资有限公司 长盛基金  
基石资本 长信基金 
嘉实基金 招商基金 
建信基金 兆天 
交银施罗德基金 中大君悦 
金信基金 中庚基金 
金鹰基金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资产管理 中国人寿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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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景林基金 中加基金 
景顺长城基金 中金基金 
俊知集团 中科沃土基金 
开源证券 中欧基金 
凯石基金 中融基金 
理成资产 中山证券 
民生加银基金 中泰证券 
民生证券 中天国富证券 
明达资产 中信建投基金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中信证券 
南方基金 中信证券资管 
南华基金 中信资本 
南土资产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 中邮基金 
诺德基金 中资汇泽（深圳）资本有限公司 
尊道投资 重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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