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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0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9-007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797,412,5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1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安基因 股票代码 0020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斌 曾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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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19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19 号 

电话 020-32290420 020-32290420 

电子信箱 zhangbin@daangene.com zengyuting@daange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依托中山大学雄厚的科研平台, 是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的，集临床检验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

产、销售以及全国连锁医学独立实验室临床检验服务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公司以实现成为中国

一流、国际知名的诊断产业上下游一体化供应商为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以科研创新结合产业投资

方式来推进产业链发展的模式，使公司的产业布局与公司的战略目标紧密保持一致。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

地发展，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了以分子诊断技术、免疫诊断技术、生化诊断技术、POCT 等诊断技术为基础的

医疗器械、医疗健康服务、养老保健、食品安全和产业投资等诸多领域，以传染病、优生优育、精准医疗、

血液筛查、公共卫生、仪器耗材、科研服务等多条产品线全面布局体外诊断产业，不断延伸公司的产业布

局到大健康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如下： 

主要类型 主要产品 

荧光定量PCR系列产品 

(临床) 

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呼吸道合胞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EB病毒核酸定量检

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幽门螺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人乳头瘤病毒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EGFR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PCR-测序法）、地中海贫血(α /β

型)基因检测试剂盒（PCR-流式荧光杂交法）等涵盖肝炎、呼吸道、消化道、优生优育、性病、

肿瘤、遗传病等系列检测产品。 

荧光定量PCR系列产品 

(公卫)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甲型/乙型流感病毒RNA检测试

剂盒（PCR-荧光探针法）、柯萨奇病毒A16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发热伴血小

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登革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扩增（PCR）荧光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狂犬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等涵盖呼吸道、消化道、动物疫病、虫媒传播等系列检测产品。 

时间分辨系列产品 

甲胎蛋白定量测定试剂盒（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癌胚抗原定量测定试剂盒（时间分辨免疫

荧光法）、新生儿苯丙氨酸定量测定试剂盒（荧光分析法）等涵盖产前筛选、新生儿筛查、肝

炎、肿瘤等系列检测产品。 

酶联免疫系列产品 

EB病毒衣壳抗原（VCA）lgA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恶性疟快速检测试剂盒（免疫层

析法）、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HBeAg）检测试剂（胶体金法）、总前列腺特异抗原定量检 

测试剂盒（酶联免疫吸附法）等涵盖肝炎、肿瘤、性病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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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类产品 

荧光定量PCR仪：DA7600、AFD4800、AFD9601等 

核酸提取仪：smart32、DA3200、Ballet X3、DA3500等 

分子杂交仪：DA8000 

代理进口品牌荧光定量PCR仪、核酸提取仪 

检测服务产品 
独立医学实验室提供医学检验、健康咨询与管理等服务，如遗传易感性基因检测、肿瘤标志物

检测、宫颈癌筛查、常规体检等健康服务。 

科研服务产品 科技核心期刊《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格局 

（1）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 

从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看，随着全面贯彻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十九大精神,以保障人民健康、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为导向，在深化医疗卫生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全民医保制度实施、医疗及公共卫生重大专项

的推进及人口老年化趋势等因素的驱动下，医疗扩容趋势依然延续，同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消费

能力的提高，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推动及支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以科研创新驱动和服务大众健康的生

物医药行业中的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将会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我司的主营业务处于生物医药行业中的体外诊断试剂（IVD）领域，目前行业的发展体现出下列趋势： 

1）全球体外诊断试剂技术发展较快，市场规模保持5%左右的稳定增长，但行业集中度较高，全球IVD

市场的驱动力来自新兴市场。 

2）随着医改的推进和医学治疗模式从治疗向预防的转变，国内诊疗人次将稳步提升，诊断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领域的扩张，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国内IVD市场的整体发展速度将保持增速15%左右，IVD行业

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其中免疫诊断是龙头，而分子诊断是成长最快的市场。 

3）国内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各类技术平台的创新速度在加快，应用领域得到不断拓展，

应用产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进口替代与产品、技术创新成为国内IVD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式，同时中高端诊断技术、产品对低端诊断技术的替代比重在上升。 

4）国内以传统体外诊断技术平台为主的行业集中度在增加，而新兴技术平台的市场仍在扩张发展中，

进口替代、产品升级、技术扩张、战略重组等是中国企业进行发展的重要选择方式。 

5）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培育，整个行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历

史发展机遇阶段。 

（2）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随着生物医药行业的持续发展、体外诊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领域的逐步扩大，我国体外诊断试剂

行业已进入持续发展期。 

在国家政策所带来的潜在需求释放的政策红利、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成长效应、行业盈利水平较高所带

来的趋利效应以及随着深化医改中控制耗占比等政策逐步落地的驱动下，以现代生物医药工程技术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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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外诊断试剂产业进入规模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大诊断时代，逐渐形成以各个诊断技术平台为基础、

以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为特征的垄断竞争结构的市场发展趋势，体现出以下特点： 

 1）专业化诊断技术公司的基于诊断技术平台多样化、复合化的横向一体化发展； 

 2）具有医药背景公司的医诊一体化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3）诊断技术与诊断服务相结合的诊断试剂——诊断器械——诊断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4）随着个体化医疗的推广，血液、肿瘤、遗传性疾病以及用药等的个性化检测需求数量上升强劲，

给分子诊断技术的市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个体化诊断技术已经成为IVD

行业新的增长级； 

 5）诊断产业发展的边界在扩大，从临床应用，发展到科研、动植物、公共卫生、检验检疫、食品安

全和企业应用等诸多检验领域； 

 6）随着市场规模化趋势和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具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品牌、市场、规模等综

合优势的诊断技术类生物医药公司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机遇。 

 

（三）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业务涵盖了免疫诊断技术、生化诊断技术、医疗器械、检测服务、优生

优育、食品安全和产业投资等诸多领域。经过近三十年的经营积累，公司已成为国内分子诊断试剂行业的

龙头企业，拥有在行业内处于市场领导地位的“达安基因”品牌，以及在行业内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 “达

瑞生物”品牌和区域优势品牌“中山生物”。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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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1,478,663,128.23 1,542,429,345.10 -4.13% 1,612,560,47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82,978.65 86,447,799.33 17.51% 106,685,50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816,625.54 54,226,630.33 -13.66% 70,135,77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378,509.77 -219,933,924.63 278.41% -381,280,01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18.18%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18.18%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5.29% 0.48% 7.71%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5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3,663,327,301.13 4,641,793,782.98 -21.08% 4,139,659,26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5,789,006.98 1,680,047,075.68 8.08% 1,609,421,768.96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97,412,519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2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8,686,400.95 415,305,978.58 382,180,130.89 292,490,6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98,952.61 31,754,791.17 18,906,345.49 23,122,88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87,279.51 24,942,035.88 12,710,215.16 -15,322,90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533,065.95 70,145,985.41 248,072,318.92 201,693,271.3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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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0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8,82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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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3% 132,609,088 0 0 0 

广州生物工程中心 国有法人 15.00% 119,611,880 0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46% 27,629,019 0 0 0 

何蕴韶 境内自然人 2.42% 19,305,779 14,479,334 质押 12,076,100 

程钢 境内自然人 1.86% 14,794,102 11,095,576 质押 8,80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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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雄 境内自然人 1.42% 11,333,970 0 0 0 

周新宇 境内自然人 1.34% 10,702,117 8,026,588 0 0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 9,369,534 0 0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24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7% 9,303,179 0 0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方圆 6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5% 8,405,158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陈树雄在报告期内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

公司股份 11,333,970股，持股比例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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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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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按照董事会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基调，紧紧围绕国家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良好环境，紧紧围绕持续推进“两票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市场，以保

障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导向，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尤其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

大好时机，在公司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以科研创新结合产业投资方式来推进产业

链发展的模式，大力驱动产业经营和产业投资方面的工作，保证了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在市场

营销方面，不断完善具有达安特色的营销体系，构建了开放—合作—共赢的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业务平台，

夯实了富有张力的覆盖产品销售领域和诊断服务领域的市场网络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

力，持续提升了业务拓展水平和经营能力。在技术及产品研发方面，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不断夯实和

发展关键技术平台，促进了分子诊断技术及其应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增强产品优化和转生产的技术保障，

高效完成产品注册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提升了公司先进技术产业化及商业化的水平。医学独立实验室的

业务发展较快，盈利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同时充分发挥了公司的平台资源，继续推进以投资方式推进产

业链发展的模式，使公司的产业布局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对形成新的业务亮点提供了积极的支撑。

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1）公司保证了经营规模的稳定性，不断适应行业创新发展的新趋势 

报告期内，国家不断推动对医药医疗行业的改革力度，持续推进“两票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行业

出现了要求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公司持续推动品牌影响力、市场拓展能力和销售能力，积极推动了新领域、

新市场、新产品的发展，严格控制管理成本，保证了主营试剂与仪器设备的销售规模，保证了市场占有率，

实现营业收入1,478,663,128.2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13%，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474,809,762.91元，

其他业务收入为3,853,365.32元，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4.25%；利润总额101,825,460.49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9.0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582,978.6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51%。 

（2）继续完善具有达安特色的营销体系，持续建设开放——合作——共赢的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的业务

平台，不断提高公司技术服务网络的服务水平，从而保证了公司销售规模的稳定性和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在不断适应行业变化及要求创新发展地新趋势下，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经营理念，推进建设以发展——合作——共赢为基础的营销平台，继续完善并深化具有达安特色

的营销体系，构建全国性网络化多层次业务平台，同时逐步完善全国技术服务网络，提升服务水平，以服

务提升产品增值，以产品带动服务成长，从而使公司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持续进入市场，取得了良

好的经营效果，保证了公司销售规模的稳定和市场占有率。 

2018年，公司分子诊断试剂的销售规模维持稳定的发展，在不断细分市场的基础上，采用系列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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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化的整体产品组合方式进入市场，关注个体化诊断市场的发展，加大了市场推广的力度，市场范围覆盖

了临床应用、公共卫生、检验检疫、科研、政府项目、企业应用等诸多领域，继续保持了公司在国内分子

诊断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产品线的经营上，公共卫生、科研服务、血筛等产品线保持稳定发展。 

在营销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围绕业务发展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业绩考核制度以及应收账款联动考核机

制均实现常态化管理，区域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有力地保证了销售目标的达成、风险的控制和业务质量的

水平。 

（3）达安研究院继续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不断完善高效、开放的研发平台的建设，为公司保持持续、

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报告期内，达安研究院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继续推进“没有围墙”的研究院的建设，不断完善高

效、开放的研发平台的建设，不断提高基础研究——产品开发——报批等全过程、一体化的研发运营体系

的运作效率，促进分子诊断技术、免疫诊断技术等技术平台的产业化水平，将高效的研发体系构成了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主要的工作成果： 

（1）完成了年度新产品开发和产品优化工作。 

（2）追踪国际先进诊断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搭建了新的基因诊断和免疫诊断的关键技术平台，强

化了配套仪器开发的技术平台。 

（3）以核心原料和关键工艺为突破口，增强产品优化和转生产的技术保障的储备，同时开展标准品

和质控品的研制工作。 

（4）有序进行了课题申报、中期汇报、结题，高效完成了产品注册任务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5）不断拓展《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杂志作者与关注者的范围及领域，加强杂志的宣传力度，使

得杂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提高。 

（4）不断加强生产体系的柔性，保持质量管理的水平，促进了生产质量管理系统的运作效率 

报告期内，生产系统以保证质量、及时供应、持续降耗为基本工作目标，以柔性制造技术平台的推进

为抓手，以产品生产核算考核制度为基础，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从而不断提升了生产管理系统的效率。 

2018年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保证了营销系统订单的执行，保持了生产的规模性效应，同时增强了

生产的柔性，在新产品、新订单的执行力上有显著的提升，从而有效地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 

在质量管理中，以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为基础，严格按照GMP标准对生产全过程和生产环境

进行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同时顺利地通过了各级药监局、部门及机构的质量体系考核。 

（5）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体系的建设，“分享成长价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体系的建设，持续宣贯“简单、阳光、规范、高效、尽责” 的

达安管理理念，使得“分享成长价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为建立“百年达安”奠定了扎实的企业哲学

思想。 

报告期内，通过公司文化墙、部门文化墙、企业文化月、新员工入职仪式暨企业文化宣讲、达安好声

音比赛等多种形式，积极鼓励员工的参与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推广中，从而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全面传播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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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6）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绩效与激励体系，通过建立创业平台，同时建立以多层次的、以员工持股为核

心的长效激励机制来进一步推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在公司内，工作指标——绩效——激励三位一体化的绩效与激励管理体系得到全面落实，员工的精神

面貌与工作效率得到充分地提升，发挥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和监督性。 

为适应现有的行业发展和竞争环境，积极响应国家鼓励多种形式的创业机制，公司建立了创业平台，

同时建立以多层次的、以员工持股为核心的长效激励机制，进一步推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科学化建

设。在新兴领域，鼓励员工和公司合作，积极创业创新，并且开放公司平台，吸引社会资源加盟达安，从

而推动公司的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7）医学独立实验室的业务取得较快增长，较好地提升了盈利能力，已形成了布局合理、经营优化的发

展趋势 

报告期内，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政策的驱动以及医疗卫生机构观念的持续转变，独立

医学实验室的发展环境得到不断改善。医学独立实验室的经营在2018年度取得较快的发展，各个实验室的

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得到持续性地改善，目前已经形成布局合理、经营优化的发展趋势。 

（8）坚持以投资方式推进产业链发展的模式，以创新链 - 企业链 - 资金链三链融合为基点，促进创新，

内外孵化，培育产业，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物质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促进创新，内外孵化，培育产业。同时不断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持续改善

子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从而保证了公司孵化企业的价值得到不断的提升。 

（9）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表彰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28项产品均获得广东省高新

技术企业协会颁发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证书”；获得广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证书, 获“广东省

著名商标证书”；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评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17年度信息披露考核A级单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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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

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等要求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710,635,237.32元，

上期金额 950,924,524.04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109,234,614.07元，

上期金额 205,041,666.24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576,333.33 元，

上期金额 3,758,591.98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5,512,294.05元，

上期金额 2,762,946.38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

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

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等要求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86,127,997.65元，

上期金额 94,259,162.1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1）本期增加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新设成立子公司2家。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山东达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市达瑞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29家。原因为：广州达汇安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销；转让广州赛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失去其控制权；云康股东高新阳光与云康其他七位股东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失去对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26家子公司的控制。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广州达汇安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广州赛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失去控制权。 

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合肥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成都高新达安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上海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南昌高新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昆明高新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济南达安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云康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达安妙医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达安妙医斋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华生达救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云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谆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腾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深圳前海云康医学与实验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云康医学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珠海横琴齐合生命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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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路物流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云协佰医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重庆市大渡口区云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深圳云康医生集团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深圳云康医学服务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深圳云康健康产业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南昌云舟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广州医路贸易有限公司 因其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丧失控制权。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不适用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蕴韶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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