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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白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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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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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4,982,971.78 369,973,449.87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42,485.44 62,393,298.10 -6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763,792.06 61,104,583.87 -6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619,684.26 -152,146,155.23 -2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1766 -66.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1766 -66.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2.7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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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5,283,029.22 3,243,969,209.24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9,929,576.82 2,388,438,682.50 0.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2,389.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205.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0,901.63 

合计 478,693.38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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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0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扬 境内自然人 13.89% 49,260,572 36,945,429 质押 27,410,000 

成都天兴仪表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1% 44,002,000 0 

质押 44,002,000 

冻结 44,002,000 

宏瓴思齐（珠海）

并购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6% 30,000,000 0 质押 10,200,000 

侯颖 境内自然人 7.38% 26,155,661 19,616,746 质押 14,760,000 

天津君睿祺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3% 23,156,66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5.77% 20,456,383 0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晓

峰 2 号致信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7,359,690 0   

苏州启明创智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5,594,521 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3,000,000 0   

#钟佳富 境内自然人 0.83% 2,933,00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44,0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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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瓴思齐（珠海）并购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3,156,661 人民币普通股 23,156,66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456,383 人民币普通股 20,456,383 

高扬 12,315,143 人民币普通股 12,315,14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7,359,690 人民币普通股 7,359,690 

侯颖 6,538,915 人民币普通股 6,538,915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94,521 人民币普通股 5,594,52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钟佳富 2,933,001 人民币普通股 2,933,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侯颖女士为高扬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流通股股东钟佳富持有公司股份 2,933,001 股，其中 2,293,400 股为信用证券账户持

股，639,601 股为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的情况。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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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元） 本报告期初（元） 变动比例 变动值（元）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4,462,361.65 629,308,298.94 -34.14% -214,845,937.29 主要系公司支付原材料、固定资产采

购款及追加对参股子公司福建和瑞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4,145,103.52 52,319,256.03 41.72% 21,825,847.49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1,431,105.39 3,751,814.58 737.76% 27,679,290.81 主要系福建大数据中心产业园项目

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0,723,829.71 39,726,826.24 -47.83% -19,002,996.53 主要系缴纳所得税及增值税所致。 

其他应付款 38,118,569.64 25,752,197.79 48.02% 12,366,362.85 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比例 变动值（元） 变动原因 

本报告期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未发生重大变化。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比例 变动值（元）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467,709.59 1,235,097.62 1719.10% 21,232,611.97 主要系履约保证金收回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3,203,000.00 17,500,000.00 89.73% 15,703,000.00 主要系公司追加对参股子公司福建

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4,550,616.11 264,729,812.67 -83.17% -220,179,196.56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收到股份回购

专项贷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6,343,351.00 255,249.00 25891.62% 66,088,102.00 主要系归还回购专项贷款及流动资

金贷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900,000.00 151,120,367.95 -99.40% -150,220,367.95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使用回购专项

贷款进行股份回购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公

司拟募集总额不超过 213,558.06 万元（含本数）的资金用于建设福建大数据中心产业园（二期）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于2020年10月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许可受理单并于本报告期内对中国证监会的二次反馈意见进行

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因素，为更好地实施公司后续战略规划，经审慎决定并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公司决定

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及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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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未来将根据政策法规及战略发展规划等需求适时推进再融资

相关事宜。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议案，员工

持股计划拟通过配资搭建信托计划并通过协议转让等非交易过户的方式以20元/股的价格认购公司已回购的390万股公司股

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在推进相关计划落地时，鉴于所涉融资方案未成功实施，公司取消配资方案，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激励效果，

公司对本计划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年3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修订稿）》、《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情况的说明》，公司将按照修订后的方案积极推进本计划的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大股东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宏瓴思齐（珠海）并购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在本报告期

内按照减持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减持。 

2021 年 02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

量达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021 年 0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5 

2021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9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

施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1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贝瑞和康医学检

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收到《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可连续三年（2020 年、2021 年、

2022 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

收优惠政策，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获得，是对技术实力及研发水平的肯定，

有利于降低公司税负，将对公司的经营

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021 年 0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向宁波银行生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为保证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全

部债权能够得到清偿，公司为使用上述

2021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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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所形成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回购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907,4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1018%，最高成交价为43.42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60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60,386,379.29元（不含手续费）。回购股份情况符合公司披露的既定回购方案。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19-059）、于2019年12月1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于2019年12月24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9）、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于2020年12月8日披露了《关于股份

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的议案》，公司将按照最新方案，用已回购的上述390万股股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以期配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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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4,000 -- 6,000 11,747 下降 -65.95% -- -4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28 -- 0.1692 0.3313 下降 -65.95% -- -48.92% 

业绩预告的说明 

1、本报告期，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背景下，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检测数量增速放缓，且检测价格下降，导致公司整体营

业毛利率降低。公司将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提升高毛利产品和服务比重，积极改善公司整体营业毛利率水平。 

2、近期央行在生育问题的发声，能够刺激市场对产前检测类产品的需求，公司将凭借先发优

势及技术优势积极享受此次鼓励生育的政策红利，促进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的业绩提升。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理成定向 32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自有资金 381.5 381.5 0 

合计 381.5 381.5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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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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