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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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名单 

时间 2019年 11月 06 日上午 10: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总裁丁伟、董事会秘书王锡林、财务总监罗芳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 2019 年三季度报告电话说明会主要分两阶段，首先由公司总裁丁伟先生就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和战略推进实施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公司与会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互

动交流。 

一、总裁丁伟简要介绍公司前三季度的战略实施情况 

科华作为一个老牌上市公司，2017年新一任董事会上任开始，科华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调整，

做了三年战略规划，主要是提出“产品为核心、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方向。当时的规划是短期优

化渠道、保终端，中期是推出新的产品，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商业模式。着重布局在生化、免疫、

分子三大领域，利用科华产品线优势进入更高端的终端。 

1)分子方面，我们与天隆的合作、与奥然生物一体机的合作、血制品和生物制品以及临床方

面的突破，我们的 PCR 产品线在中国还是领先的。 

2)生化方面，我们提出与国外仪器企业合作，进入高端市场，利用国外仪器封闭科华试剂。

此外利用我们卓越的产品线，对基层医疗和某些二级医院做一些铺垫，这两年我们也中了很多

标。另外也在发展一条全新的自动化的产品线，最近两年在产品上也取得了进展。 



3)渠道公司方面，近两年半有六个渠道商与我们进行了战略合作，有两家之前是希森美康

的代理，日立在中国最大的代理商和我们也进行了合作，利用日立的仪器客户群对接科华试剂。 

4)我们也成立了新的子公司，进行集采和第三方检验中心的尝试。以上是我们近两年半的

主要工作的概况。 

关于三季报和今年总体趋势： 

1)分子领域是快速增长的，受益于公司和天隆的技术积累，特别是天隆那边的产品注册证

近期是比较多的。天隆在科华入主之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今年截至三季度天隆收入增长已经

同比接近翻番，资源整合与优化也比较顺利，血站在经历爆发期以后最近两年处于平稳期。2019

年年底，随着国家政策落实，生物制品企业的核酸检测将逐步开始，增长的趋势已经出现。在全

国 28家企业中，我们目前中标率在 50%以上，为未来增长打下基础。 

2)传统生化和免疫业务在市场上相对稳定，取得了增长，但价格上受到阳光集采等影响，也

面临着挑战。我们和日立的合作进展也比较顺利，日立仪器+科华试剂的模块化增长在 2019 年

效果显著。 

3)免疫方面，传统酶免我们正在做全自动酶免仪，利用酶免仪和试剂做体系化的第三方检

验中心。我们的并购渠道已经达标，并逐步代入科华的分子和生化产品。渠道公司基本都是两位

数增长。此外，和意大利 TGS合作推出一个由科华制造、在意大利推广的全自动免疫发光仪器。

产品方面，我们在此前苏州的展会上已经展示了北极星高速生化免疫仪，主要是要进入高端市

场，这部分产品组合推动中国二级医院检验自动化方面能够起到作用。 

4)分子方面，近期推动了一个全自动核酸工作站，此外旋转提取仪也是我们的特色，今年也

在着重推出。试剂方面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做了布局，比如妇幼与生殖健康、高血压、手术前分

子传染病筛查等。 

5)运营方面，代理商管理很重要，我们也着重于经营性现金流管理，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

超 2亿。 

总体来说，三季度是 2019年持续变化的时期，2019年也是我们三年计划执行的重要一年，

我们会继续优化产品线，包括前面提到的北极星仪器预计明年初上市。同时，优化资源和渠道管

理，把握终端，坚持技术积累，利用产品质量和优秀的服务把科华带到新高度。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财务情况。三季报大家都看到了，前三季度营收 17.67 亿，同比增长

20%；归母净利润 2.08 亿，同比增长 3.75%；扣非净利润 1.95亿，同比增长 1.5%；经营活动产

生现金流达到 2.3 亿，同比增长 900%；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净资产达到 23.38亿，同比增长 7.4%。 



 

二、问答交流环节 

Q1：第一个问题，免疫发光是目前 IVD最受关注的部分，公司目前也有几条产品线，未来这

几条产品线如何分工与结合？未来装机放量的节奏是如何规划的？第二个问题，前两年渠道并

购比较火热，近两年资本市场、成本发生了很大变化，渠道并购成为了一个挑战，如何看待这个

问题，未来应该继续做渠道并购还是暂缓脚步？在渠道打包这方面应该怎么决策？ 

A：发光近期发展确实很快，一些同行在这方面也有很大进步。看免疫发光有几点，第一，

生化+免疫的一体化、自动化趋势在向前发展；发光在中国目前处于一个中期发展阶段，仍然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以前是越多越好，现在我认为越精越好。项目要有特色，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在

标记物上有特色，标记物是有限的，而是在已有的项目基础上做到最好，在传统项目如甲功、肿

瘤标记物、传染病等方面做好。科华的战略想法是，我们把北极星作为重点，因为不仅要看到市

场的现在，也要看到市场的未来，这种生化+免疫的模块化，有利于科华传统的生化产品带动免

疫产品发展。小流水线和未来大流水线规划都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第二就是我们也致力于把

项目做精，甲功、激素、PCT 等都是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我们看到未来很多增长是在二级医院。

北极星这台机器我们花了不少资源去发展，而且它具有可延展性。今后将会以每年三位数的装

机量往前走，用生化带动发光，我们生化做到 1000速、2000 速，国内还是比较少的；带动 200-

300 速的发光机器，比国外产品性价比也高不少。所以这块工作是重中之重。 

对于渠道和打包这一块，中国市场经常做事比较极端，前几年都在打包并购，现在又很担心

商誉、现金流等问题。科华不会盲目地做渠道并购，我们并购的渠道商或者是做科华产品做了很

多年、有影响力的，或者就是如希森美康这种可以代入科华产品的。多数渠道商都有 5-10年的

合作经验，他们对科华试剂的销售是很有帮助的，未来科华也会把这种战略执行下去。科华的子

公司做集采打包业务，从无到有做了两年合计 18家医院，我们在挑选合作对象的时候还是非常

谨慎的，挑选的是现金流、盈利率都比较健康的。我们会非常有选择地进行渠道合作。 

 

Q2：今年血制品浆站将要进行核酸筛查的普及，这一块业务我们目前进展如何，对业绩的影

响怎样？另外，天隆业绩向好，和非洲猪瘟有何联系？未来非洲猪瘟逐渐消退，对天隆业绩会有

多大影响？ 

A：国家要求生物制品企业在 19 年年底前做好核算筛查的准备工作，一部分已经体现在仪

器招标和销售上。之前也提到，我们的生物制品厂招标中标率有 50%，还是比较高的。利润影响



目前不是很明显，但是对未来两年试剂销售的影响是逐步发力的。浆站已经看到了两位数的增

长，预期这种增长会继续下去。 

天隆今年有几个利好，包括注册证，动物疫情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有几千万的业绩增量贡

献，对明年基数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仪器的铺开能够带动其他业务点的增长，在 PCR 试剂这

方面也是增长比较快的。这些部分结合新产品，包括国内独家的全自动核酸工作站、旋转提取仪

等，一些专用项目包括合理用药方面我们也具有独特性。明年后年我们会有一些新产品，遗传基

因筛查、妇幼健康产品作为组合产品来做，另外针对免疫情况不是太好的病人推出新的 HIV 等

筛选产品。因此我们对我们分子中长期增长还是有信心的。 

Q3：刚刚提到的模块化的生化免疫分析仪，包括小流水线、全自动流水线，近几年国内企业

也都在做，目前科华的研发情况如何？未来如何在潮流中做出差异化、特异性，我们的打法是怎

么样的？ 

A：总体就战略和市场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流水线在国内比较流行，很多兄弟公司做

得也比较好，有些产品甚至不到一年就上市了。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的 IVD 企业达到了新的高

度，有技术突破，趋势很好。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足，大多数是有的利用进口生化仪加自己

的试剂，有的有自己的发光仪器但是不全，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拥有完全自己的一套体系，既有高

速生化仪器+试剂，又有一套自动化解决方案，目前国内市场上几乎没有。我们认为自动化一定

是将来的方向，未来三到五年，罗雅贝西这些高端进口产品还会聚焦在三级医院，而二级医院自

动化是一块大蛋糕。我们希望拥有一套生化和免疫发光的完整产品体系，做出高性价比产品。科

华的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试剂和高性价比的自研体系进入终端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Q4：第一个问题，北极星产品是明年的一个重点，想问现在免疫发光试剂的注册情况如何？

第二个问题，目前国内企业越来越注重一体化和流水线，通过绑定生化来推动他们生化试剂产

品的销售，这块会不会对科华的业绩产生影响？公司未来两年业务发展重心将会在哪个方面？ 

A：发光总共的注册证数目接近 40 个，还有几十个项目在开发，但像之前提到的我们认为

把项目做精更为重要。可以看到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不同的现象，发光在三级医院经常可以看

到有 5-6 个不同的系统，二级医院也有大约 3 个。因此如果要一个发光全部吃掉这部分市场是

不可能的，只能把一些重要的如甲功、激素等传统优势项目做好，240 速机器在 2020 年也会推

出不同的小型化的机型。 

发光公司开始做生化，对我们的影响应该区别看。基层医疗生化以单机为主，这个是比较独



立的；高端医院中目前有部分终端采用日立流水线+日立生化+罗氏发光等组合，我们通过与日

立的合作促进了试剂的销售，这一块我们有合作的相对成功的经验； 800速进口生化仪器未来

可能被 2000 速的生化免疫仪器挑战和替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这也是我们做北极星的核

心，我们通过中高速北极星生化仪器+发光免疫仪器，增加二级医院市场占有额，进口产品在性

价比上是低于我们的一体化产品的。 

未来发展重心在三点：传统的生化和免疫发光；分子的弯道超车。此外也在利用代理渠道优

势逐步代入科华产品。 

 

Q5：近期公司有一个金额比较大的发行可转债计划，能否介绍一下情况？ 

A：这次发行可转债是从公司发展角度考虑的，期望公司在已有几个主业有更好的加强，在

研发、产能、集采、业务模式扩充方面得到更好的帮助。这次转债项目募集资金 9.9个亿，主要

在三个方向：一是区域检验中心的建设；二是产能方面的扩充，包括发光以及北极星上市后对整

个生产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为未来销量上升做好产能的保障；三是进一步加大核心产品研发，会

继续投入做新的仪器和其他产品的开发。我们希望在资金上早做准备。这三个方面都是围绕我

们主业发展的，希望从市场上获得一些资金的补充。项目进程来讲，证监会已经给了第一轮反

馈，提了一些问题，目前也在和保荐机构针对问题做资料整理。 

 

Q6：目前来说公司业绩波动比较大，在取得了比较好的业绩之后，公司对 20年的业绩是怎

么看的？激励方面，2018 年定了一个激励目标，未来会不会跟着这个目标走？未来会不会考虑

更多的激励措施？ 

A：回顾一下，2015年开始就有一些业绩波动，过去两年通过并购，公司的收入还是有明显

增长的。2020 年重点把新产品推广出去，这个有助于我们利润实现突破性增长。规模效益已经

出现，我们看好新产品上市的放量对我们利润增加有积极影响。打好 2020 年的基础，为后续实

现更好的增长创造条件。 

激励方面，公司还会继续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真正把科华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公司。 

 

日期 2019年 11月 08 日 

 

  



附件： 

电话会议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机构名称 序号 姓名 机构名称 

1 Jean Xu BGAT 29 杨玉山 理成资产 

2 
操琴 

北京中合应泰财务顾问

有限公司 30 
张一 鲁银资产 

3 陆思豪 大麓资产 31 熊慧萍 美康生物 

4 杨梦朝 东方 Alpha 基金 32 李双欣 摩根士丹利基金 

5 刘文婷 东亚前海证券 33 程林 南方基金 

6 李博 敦和资产 34 陈祝鸿 瑞银资产管理 

7 徐义姚 复杉投资 35 朱林 睿远基金 

8 郭舒洁 富国基金 36 何山 森瑞投资 

9 邱乃倩 富华投信 37 鲁娜 善道投资 

10 刘勇 光大证券 38 徐曼 上海勤远投资 

11 朱成凯 光大证券 39 黄向权 尚诚资产 

12 李阔 国金证券 40 王磊 首创证券 

13 吴国嫚 国金证券 41 李军 四川宏信投资 

14 袁维 国金证券 42 张明 天源投资 

15 郭天敏 国金证券 43 郑伟光 万联证券 

16 纪发 国金证券 44 冯浩奇 西部利得基金 

17 黄凯 国金证券 45 曹琰 银石投资 

18 郑小燕 国金证券 46 曾尚 源乘投资 

19 何兴 国金证券 47 周思聪 长盛基金 

20 邱晓峰 海通证券 48 李权兵 兆丰和投资 

21 张婷婷 汉和资本 49 师杨杨 中海证券 

22 黄宗岩 弘毅投资 50 潮礼君 中金资产管理 

23 张恒 弘毅投资 51 Stvlaey 中信保诚基金 

24 应振洲 宏道投资 52 袁鹏涛 中域投资 

25 易来智 华强资产管理 53 蔡红辉 中债资产 

26 
马牧青 建信基金 

54 
湛筠 

珠海普罗湘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7 林材 金元惠理基金 55 周路 紫金保险 

28 李强 康桥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