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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2            证券简称：新产业           编号：2021-004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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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交流会、兴业证券策略会（线上）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共计 190 家机构，259 名参会人员，详见附件《与会机构名单》 

时间 2021 年 4 月 6 日-4 月 28 日 
地点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锦绣东路 23号新产业生物大厦等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 饶微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张蕾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丁晨柳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除前期已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交流内容外，本轮互动交流

主要内容如下： 

问题 1：公司一季度业绩快速增长来源于哪些区域？ 

答：2021 年一季度，公司国内外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国内 X8 高速机延续了 2020 年二季度以来的良好趋势，存量设备

带动了试剂收入稳步增长；国外则是在 2020 年同期较高的基数下

仍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海外常规业务的放量。 

问题 2：请介绍公司整体毛利率降低的原因？运费计入成本对

毛利率有多大的影响？  

答：一季度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产品

结构的影响，报告期仪器收入占比较 2020 年度有所提升，而仪器

毛利率较低；2）高毛利率新冠检测试剂销售占比降低。运费计算

到成本中，确实会导致毛利率降低，但运费对毛利率的影响有限。

此外，海外订单运费由客户承担，此前的会计政策调整对海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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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没有影响。 

问题 3：销售费用率增加的原因？今年费用率预计会处于什么

水平？ 

答：销售费用的增加主要来源于销售团队人员数量和薪酬的

增长，以及学术推广费用的增加。2020 年，海外销售团队出差受

阻、学术会议、展会等费用大幅减少；今年一季度起，部分海外

员工已经恢复出差，预计公司整体的销售费用率较 2020 年会有所

提升。  

问题 4：一季度存货增加的原因？ 

答：考虑到疫情及国际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公司提高试剂

原料以及仪器零部件的储备，以保障供应的及时性。此外，新的 X

系列仪器结构更为精密、复杂，所需的零部件更多，也是存货增

加的原因。  

问题 5：公司对于 2021 年有怎样的展望？ 

答：2021 年一季度，公司迎来了良好的开端，希望能够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在海外市场，公司期望能持续突破重点国家市场，

并在已突破的市场实现大型仪器的装机；国内市场，公司希望凭

借 X8 仪器的高性能，来突破更多三级以上的终端医院。同时，原

有客户也能实现试剂用量的持续增长。  

附件清单 详见附件《与会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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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机构名单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园动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山楂树甄琢资产管理中心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 
澄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焱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智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官方 上海中域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马拉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固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东方马拉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复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利达基金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港丽投资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瀑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谢诺辰阳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君创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国际金融集团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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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亘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源乘投资 
恒建志远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沪光 SIIC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贵诚信托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果投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晶通投资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君和资本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W Fund Management 
明亚基金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IHC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auseway Capital ManagementLLC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Alpha Fund Management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Dongxing Securities(HongKong) Asset 
Management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verbright Securities Asset Management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Fidelity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Goldstream Capital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GreenCourt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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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GSAM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BM Partners 
上海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Lake Bleu Capital(HongKong)Limited 
上海博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oyal Valley Capital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LYZZ Capital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Manulife Group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Mighty Div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Open Do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上海鹤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ICEA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age Partners 

上海吉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chonfeld Strategic Advisors(HongKong) 
Limited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TCL 基金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Wellington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