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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2            证券简称：新产业           编号：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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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策略会、兴业证券策略会、申万宏

源策略会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共计 115 家机构，149 名参会人员，详见附件《与会机构名单》 

时间 2021 年 6 月 3 日-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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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张蕾 

副总经理 刘海燕 

试剂研发总监 袁锦云 

证券事务代表 李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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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海外销售中各大洲营收占比情况如何？销

售额较高的国家及地区有哪些？ 

答：公司在国内推出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诊断产品的同时也

开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分别在 2010 年进入亚洲和欧洲市场、2011

年进入非洲市场、2013 年进入美洲市场。经过超 10 年的耕耘，海

外市场已经形成各大洲较为均衡的发展态势，2020 年剔除新冠检

测试剂的销售额后，海外各大洲销售额占比分别为亚洲 40%、欧

洲 22%、南美 19%、非洲 12%、北美 8%、大洋洲 0.2%（合计超

过 100%系尾数四舍五入所致）。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销售网络的

不断完善以及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海外实现装机超过 100 台的国

家在 2020 年已达到 19 个；2020 年剔除新冠检测试剂后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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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000 万的国家有 7 个（2018 年仅 1 个国家）。未来公司将继

续推动各大洲重点国家的拓展力度，带动海外业务实现持续稳定

增长。 

问题：公司海外销售的仪器及试剂产品结构是怎样的？ 

答：根据海外市场的特点，公司目前海外销售的仪器以小型

机为主，但中大型机占比已经由 2018 年的 7%提升至 2020 年的

26%，近几年公司通过优化销售渠道，打造标杆客户，推动重点国

家销售额的持续增长，中大型仪器的销售占比逐年提升。试剂产

品的销售结构比较均衡，海外市场目前在售的试剂项目达到近 150

项，在剔除新冠检测试剂后，2020 年海外试剂收入占比较高的类

别主要是甲状腺、肿瘤、骨代谢、性腺、炎症监测五个大类，合

计销售额占比超过 50%。 

问题：公司海外业务近三年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答：海外业务的耕耘周期较长，主要受限于销售渠道的建立，

产品注册的周期以及品牌知名度的建立；公司通过十年的持续积

累，形成了稳定的销售网络，推动近三年业务快速增长的具体原

因如下：1）公司产品质量逐渐获得海外重点市场客户的认可，建

立了海外品牌知名度；2）公司已建立完善的海外产品注册流程，

可快速推进海外产品注册工作；3）近三年通过特色项目陆续实现

多个大型连锁实验室的突破，新冠检测试剂销售加速了突破的进

程；4）通过参加展会及开展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不断加强产品的学

术推广；5）海外市场销售政策灵活，因地制宜，并不断推进海外

销售及售后团队的本土化进程。 

问题：请介绍海外销售产品的毛利率情况？是否已经趋于稳

定？ 

答：公司试剂和仪器产品的毛利率相差较大，因此销售的综

合毛利率主要取决于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自公司拓展海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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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海外毛利率随试剂占比提升而呈现结构性提升，2017-2019

年分别为 64.32%、65.57%、66.10%，2020 年则因新冠试剂销售大

幅提升至 77.44%，预计 2021 年海外毛利率会因试剂占比降低有所

回落。长期来看，海外市场试剂销售收入占比仍低于国内，因此

毛利率还有提升空间并未进入稳定期。 

问题：请介绍公司对试剂产品立项研发的考量因素。  

答：公司立项研发的初衷是满足临床检测需求。从实际情况

来看，肿瘤、甲功、传染病、性腺等常规项目需求量更大一些，

因此公司非常看重常规项目的性能优化，推出的高速机 X8 也主要

是配合常规项目使用。同时，公司也不断研发临床有需求的特色

项目，例如肝纤维化、炎症监测、糖代谢、自身免疫、药物监测

等试剂类别；在欧美市场，公司也依靠特色项目作为差异化竞争

策略，成功进入了大型的第三方实验室终端。未来，公司会持续

跟踪全球各终端的反馈，不断完善免疫试剂菜单以满足临床使用

需求。 

问题：2021 年公司海外销售收入是否仍可保持快速增长？  

答：海外市场规模很大，随着 snibe 品牌建设、销售渠道优化、

学术推广以及产品注册等事宜的有序推进，近几年公司海外销售

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2020 年海外市场新冠试剂销售达到 3.20 亿

元，带动海外收入达到 8.23 亿元。2021 年，公司计划通过常规试

剂及仪器的销售增长，填补新冠试剂销售回落造成的影响，力争

海外销售收入与 2020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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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趣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乐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红象投资有限公司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和住银投信投资顾问株式会社上海

代表处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鼎晖投资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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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景泰利丰投资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安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风和资产 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兴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港丽投资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格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投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伟星资本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瀚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健远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弘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泓橙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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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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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巨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骏杰致远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达利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IHC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FountainCap Research & Investment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Value Partners Limited 

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