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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zhou Basecare Medical Corporation Limited
蘇州貝康醫療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70）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蘇州貝康醫療股份有限公司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20年同期的
比較數字。

財務概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50,162 32,165
銷售成本 (28,007) (20,761)
毛利 22,155 11,404
經營業務虧損 (36,671) (9,746)
除稅前虧損 (37,382) (812,547)
期內虧損 (42,093) (808,085)  

截至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非流動資產 48,761 39,905
流動資產 1,812,568 310,393
非流動負債 2,698 781
流動負債 49,512 68,182
資產淨額 1,809,119 281,335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809,119 28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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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我們是中國輔助生殖基因檢測解決方案的創新平台。我們的使命是幫助更多
的家庭生育健康的嬰兒。我們的願景是成為全球基因技術公司。

相較基於熒光原位雜交(FISH)及定量聚合酶鏈反應(qPCR)技術的其他PGT-A產
品，我們的PGT-A試劑盒可以在植入前篩查胚胎中的非整倍體（一種經常與試
管嬰兒(IVF)植入失敗相關的染色體疾病），是首個也是唯一已獲國家藥監局批
准的三代試管嬰兒基因檢測試劑盒。我們的PGT-A試劑盒於2020年2月作為三類
「創新醫療器械」獲國家藥監局註冊，標誌著中國受監管的三代試管嬰兒市場
的誕生，而我們是迄今唯一獲批的試劑盒生產商。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我們從銷售PGT-A試劑盒錄得收入人民幣14百萬元，毛利率為71%。

我們正在開發另外兩款植入前基因檢測(PGT)產品，即PGT-M和PGT-SR試劑盒。
這些試劑盒與我們的PGT-A試劑盒一起，會構成一個完整的檢測試劑盒系列以
佔據PGT領域，所有這些產品均基於二代測序（即NGS）技術。PGT-M檢測植入
前試管嬰兒胚胎中的單基因缺陷。我們已開發敏感度和特異性更高的PGT-M試
劑盒。其無需進行患者特定的預實驗生產流程驗證，提供了具有大規模臨床吸
引力的標準化解決方案，從而將結果生成時間從約兩個月大大縮短為約兩週，
因此也能為患者減少檢測費用。迄今，我們的PGT-M試劑盒是中國同類產品中
首個也是唯一已完成註冊檢驗的產品。PGT-SR檢測植入前試管嬰兒胚胎中的
染色體結構重排，包括缺失、重複、倒位和易位。由於在不同的染色體上存在
多種潛在的結構重排，這就要求臨床醫生設計非標準化的、定製的測試，使得
大規模臨床應用變得困難，因此該測試並無有效的臨床解決方案。我們的PGT-
SR試劑盒可能成為中國此系列產品中第一個具有大規模臨床應用潛力的標準
化商業產品，價格也可負擔。我們的PGT-SR試劑盒具有很大的大眾市場潛力，
提供的測試具有廣泛的疾病可檢性，並消除了對患者特定預實驗生產流程驗
證的需求，從而將結果生成時間從三個月至六個月縮短為兩週，並顯著降低了
患者的成本。我們已於2021年7月就PGT-M試劑盒獲得倫理許可，並開始進行
臨床試驗，並於2021年7月就PGT-SR試劑盒提交創新醫療器械申請。我們預期
PGT-M及PGT-SR試劑盒將分別在2022年和2024年獲得國家藥監局的註冊批准，
而我們預計這將進一步鞏固我們在中國三代試管嬰兒基因檢測試劑盒市場的
主導地位，於潛在競爭中佔據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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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更廣闊的生殖遺傳市場中，憑藉我們在PGT領域中的核心優勢，我們已
自我定位為創新平台。我們已經將涉獵範圍從植入前階段擴展至產前和產後
階段，並且正在每個階段開發一個試劑盒，這使我們成為基因檢測試劑盒在研
產品覆蓋整個生殖週期的中國公司。除檢測試劑盒外，我們已開發多種創新設
備及儀器，能改善使用我們試劑盒的分子遺傳實驗室的工作流程。

下圖載列截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我們產品組合的主要詳情：

WES

我們的核心產品

PGT-A

PGT-M

CNV

PGT-SR

臨床前研究
註冊檢驗*** 臨床試驗**** 獲得註冊證

進入註冊檢驗並預計於2022年獲得國家藥監局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預計於2023年獲得國家藥監局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預計於2024年獲得國家藥監局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預計於2025年
獲得國家藥監局

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於2020年2月獲得國家藥監局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開發階段

設備及儀器

智能液氮罐
(BCT38A/B)

超低溫存儲儀
(BSG800A)

預計於2022年獲得二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預計於2023年獲得
二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自動化工作站
(BS1000)

預計於2023年獲得二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植入前

產前

產後

不適用

2016年12月

2018年12月

2017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6年8月

非整倍體1

單基因缺陷2

拷貝數變異4

染色體
結構重排3

遺傳病5

不適用 不適用

NGS
測序儀
(DA500)

預計於2022年
獲得國家藥監局

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

設計及開發* 設計驗證**

基因檢測試劑盒

產品 生殖週期階段 核准╱計劃中
的適應症

用作科研用途
的銷售開始之日

* 包括主要原材料選擇、生產工藝驗證和反應體系研究

** 包括分析性能評估和穩定性研究

*** 指國家藥監局認可機構為評估候選醫療器械的性能而進行的測試。通過測試為開始臨
床試驗的先決條件

**** 與藥物不同，候選醫療器械只需進行一次臨床試驗，毋需分階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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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35歲或以上進行試管嬰兒治療的女性、經歷三次或以上試管嬰兒治療失敗的夫婦、
出現三次或以上自然流產或異常妊娠的夫婦、曾生育有染色體異常患兒的夫婦或存在
染色體數值交替的夫婦

2. 針對地中海貧血攜帶者

3. 針對染色體互相易位、羅伯遜氏易位或倒位的攜帶者

4. 針對曾經流產的患者

5. 針對200多種遺傳病的攜帶者

製造

我們在蘇州1,364平方米的生產廠房生產和組裝所有自主開發的產品。我們的生
產廠房按照中國GMP要求設計，產能為每年400,000人份。我們根據ISO13485：
2016質量標準（醫療器械行業的國際質量控制標準）獲得認證。我們擁有兩間符
合國際清潔等級劃分標準ISO14644–1清潔等級標準的ISO7級清潔車間。我們於
從國家藥監局獲得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後開始優化我們的生產流程以籌備對
PGT-A試劑盒進行商業化規模生產。我們的生產線設計為高度自動化。

商業化

我們大部分產品直接售向醫院及生殖診所。其次，我們亦向經銷商出售基因檢
測試劑盒，而經銷商再將我們的產品出售予醫院及生殖診所。我們維持一支精
簡的內部銷售及營銷團隊，專注於向獲三代試管嬰兒許可證的醫院及生殖診
所等關鍵客戶提供服務，此類客戶是我們客戶基礎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們的內
部銷售及營銷團隊亦負責通過學術營銷活動，與KOL及其他行業專業人士交流，
向醫院及生殖診所推廣產品。截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我們與44家醫院簽訂
了關於PGT-A試劑盒的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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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擁有中國首個也是唯一獲國家藥監局批准的PGT試劑盒，我們認為，我們
在打造及鞏固銷售渠道及客戶基礎方面享有先行者優勢。我們計劃將商業化
戰略重點放在各大醫院及生殖診所。我們將利用就PGT-A與這些醫院及診所建
立的關係，擴大覆蓋範圍的寬度及深度。我們旨在擴大對持牌進行PGT業務的
醫院及生殖診所的覆蓋面及滲透率，並與其建立更穩固的關係，以增強客戶粘
度並為日後向其提供其他產品奠定基礎。我們計劃努力全面覆蓋中國的持牌
醫院及生殖診所。此外，我們計劃通過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提高這些醫院及
診所所在我們銷售額的比例，並針對該等機構中的其他醫學專業（例如新生兒
及兒科）提供新產品。我們還計劃與持牌第三方醫檢所合作，以擴大我們在中
國覆蓋的客戶群。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於2019年12月，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毒株引發的稱為新冠肺炎的呼吸道疾病出現，
並自此在全球蔓延。我們採取了各種措施，以減輕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對我們在
中國的業務或產品開發造成的影響，包括為員工提供口罩等個人防護設備，定
期檢查員工的體溫，並密切關注員工的健康狀況等。

截至本公告日期，新冠肺炎疫情並無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
重大不利影響。此外，目前，我們預計新冠肺炎疫情不會對我們的運營產生任
何重大的長期影響或使我們偏離我們的整體發展計劃。

目前尚不確定新冠肺炎疫情何時以及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控制。然而，我們
不能向 閣下保證新冠肺炎疫情不會進一步惡化或對我們的經營業績、財務狀
況或前景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報告期間結束後的重大事項

於2021年8月20日，我們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提交H股全流通申請，以將
本公司192,592,582股內資股及未上市外資股轉換為H股。

有關上述各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2021年8月20日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上刊發的前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間結束後及直至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止，並無發生
重大事項。



– 6 –

未來及前景

我們的使命是開發和推出專門為中國人設計並解決中國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
的創新基因檢測解決方案。我們的使命是幫助更多家庭生育健康嬰兒。我們的
願景是成為一家全球性的基因技術公司。

為實現此願景，我們擬實施以下業務戰略：(i)繼續獲取及鞏固PGT-A的銷售渠
道及客戶基礎；(ii)快速商業化產品組合，以涵蓋整個生殖週期；(iii)開發下一
代自動及智能硬件，升級行業基礎設施；及(iv)通過利用全球領先公司的技術
進步，保持技術領先地位。

具體而言，我們有以下短期商業計劃：

‧ 擴大我們的市場覆蓋範圍。本公司的業務目前已覆蓋全國41家生殖中心，
並與50%以上的領先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 加強對領先客戶進行深度滲透，以實現從現有6%的比率逐步提升；

‧ 豐富本公司在研產品，加大孕前優生篩查力度，及擴大PGT檢測指標；

‧ 推動全國性學術會議及公益項目，進一步提升本公司品牌的公信力以及
公眾對第三代IVF基因檢測試劑盒的認知度和接受度；及

‧ 推動生殖中心實驗室硬件設備升級，專注於胚胎冷凍保存設備產業鏈佈局，
為臨床試驗提供智能化、自動化綜合解決方案，以提升本公司競爭力。

上市規則第18A.08(3)條規定的警示聲明：我們無法確保我們最終將成功開發或
售出我們的核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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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50,162 32,165
銷售成本 (28,007) (20,761)  

毛利 22,155 11,404

其他收益 4 12,502 1,644
其他虧損 (1,190) (3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9,103) (4,456)
行政開支 (18,222) (4,876)
研發開支 (22,813) (13,431)  

經營業務虧損 (36,671) (9,746)

融資成本 5(a) (711) (79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250
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變動 — (802,259)  

除稅前虧損 5 (37,382) (812,547)

所得稅 6 (4,711) 2,306  

持續經營業務產生的期內虧損 (42,093) (810,24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的期內溢利 — 2,156  

期內虧損 (42,093) (808,085)

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2,093) (80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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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2,093) (810,241)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3,03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 (42,093) (807,204)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虧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881)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虧損 — (881)  

期內虧損 (42,093) (808,085)

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2,093) (808,085)  

以下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股東 (42,093) (807,204)
非控股權益 — (88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2,093) (808,085)  

每股虧損（人民幣） 11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0.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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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 未經審核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550 18,618
使用權資產 7 13,063 1,440
遞延稅項資產 15,148 19,847  

48,761 39,905  

流動資產
存貨 11,874 6,33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12,682 87,483
其他流動資產 816 24,2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87,196 192,321  

1,812,568 310,39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6,951 37,494
銀行貸款 10 20,000 30,000
租賃負債 2,561 688  

49,512 68,182  

流動資產淨值 1,763,056 242,21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11,817 282,11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698 781  

2,698 781  

資產淨值 1,809,119 28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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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73,526 200,000
儲備 1,535,593 81,335  

權益總額 1,809,119 281,335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
露條文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
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 中期財務報告。其於2021年8月
30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根據與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
預期將於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的任
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
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年初至今資產及負
債、收益及開支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取的解釋附註。附註包括
對了解本集團自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的變
動而言屬重要的事件和交易的說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
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全份財務報表
的所有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根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
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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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中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乃比較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該等資料
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該等財務報表
的其他資料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於2021年3月30日發表
之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報告期間的本中期財務報告採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於2021年6月30日後之新冠肺炎
相關租金減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的
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
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部資料呈報

於期內，本集團的收入來自提供基因檢測解決方案及銷售基因檢測設備
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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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入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與 
客戶的合同收入
基因檢測解決方案
— 銷售檢測試劑盒 40,404 23,292
— 提供檢測服務 — 4,551
銷售檢測設備及儀器 9,758 4,322  

50,162 32,165  

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及時確認與客戶的
合同收入。

本集團已在其產品及服務銷售合同中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第121段中的實際權宜方法，因此，對於本集團有權在其履行產品銷
售及服務提供的剩餘履約義務（初始預期期限為一年或以下）後獲取
的收入的相關資料，本集團可不予納入。

(b) 關於主要客戶的資料

佔本集團收入逾10%的主要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客戶A 不適用* 3,959
客戶B 6,837 不適用*
客戶C 5,244 不適用*  

12,081 3,959  

* 少於本集團於各期間10%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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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實際位於中國。客戶所在地區按客戶經營
所在地劃分，而本集團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期內在中國的經營業務。

(d) 分部資料呈報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要求根據內部財務報告識別及披
露經營分部資料，而內部財務報告由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
以進行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在此基礎上，本集團確定其僅有一個經
營分部，即提供基因檢測解決方案及銷售基因檢測設備及儀器。

4 其他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政府補助(i) 4,544 647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7,561 1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 158
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 103
其他 397 593  

12,502 1,644  

(i) 政府補助主要包括為鼓勵研發項目而從政府獲得的補貼、對為研發活動租用樓宇
所發生租金支出的補償以及就本集團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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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585 733
租賃負債利息 126 59  

711 792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4,462 13,658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i) 1,815 221  

26,277 13,879  

(i)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僱員必須參加由地方市政府管理及運營的定額供款
退休計劃。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按地方市政府議定的僱員平均工資特定比
例向該計劃供款，以向僱員退休福利提供資金。

(c)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36 2,628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67 1,0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減值虧
損撥回） 4,077 (76)
核數師薪酬 907 8
研發開支(i) 22,813 13,431
外匯虧損 1,040 —

(i) 於截至2020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研發開支分別包括員工成本及折舊
開支人民幣6,568,000元及人民幣10,771,000元，該等金額亦計入上述各單獨披
露的總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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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的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 中國稅項 12 —
遞延稅項 4,699 (2,306)  

總計 4,711 (2,306)  

(i) 自2008年1月1日起，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法定所得稅率為
25%。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應按25%的稅率
繳納中國所得稅。

(ii)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實體有
權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率。蘇州貝康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於2020年12
月2日獲續發高新技術企業證書，並且於三年內期間均按15%的稅率
繳納所得稅。

(iii) 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
定，所產生的額外75%合資格研發開支可從應課稅收入中扣除。

(iv) 根據2019年頒佈的中國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
企業可享受5%的優惠所得稅率（對於應課稅收入低於人民幣1,000,000
元）或10%的優惠所得稅率（對於應課稅收入介乎人民幣1,000,000元至
人民幣3,000,000元）。蘇州貝康智能製造有限公司均為合資格小型微
利企業，期內可享受5%的優惠所得稅率。

7 使用權資產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一項租賃協議，以使用某些辦
公樓宇，並收購位於中國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幅地塊30年的土地使用
權，因此確認添置使用權資產人民幣12,990,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2,07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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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對貿易應收賬款（已計入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內 65,434 52,389
6至12個月 23,570 18,684
12至18個月 8,562 4,715
18至24個月 — 23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 97,566 75,811

預付供應商款項 7,961 3,610
按金 731 942
其他賬款 6,424 7,120  

112,682 87,483  

貿易賬款通常自發票日期起計60至240天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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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截至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對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8,109 4,159
3至6個月 1,860 4,626
6至9個月 271 1,706
9至12個月 1,225 —
一年以上 2,345 640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3,810 11,131

應付工資 3,955 3,841
應計上市開支 3,062 15,435
應付利息 24 2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100 7,065  

26,951 37,494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結清。

10 銀行貸款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到期的無抵押銀行貸款 20,000 30,000  

於2021年6月30日，無抵押銀行貸款由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擔保，年利
率為4.20%及4.35%（2020年：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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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人民幣42,093,000元（2020年6月30日：人民幣807,204,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256,936,889股（2020年6月30日：150,977,438股，假設繳足股本按
2020年8月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時的相同轉換率全數轉換成股本）計算。

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期間，概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
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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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間，我們從提供基因檢測解決方案及銷售基因檢測設備及儀器產生
收入。

我們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2百萬元增加56.0%至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0.2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PGT-A試劑
盒、儀器及CNV試劑盒的銷量較2020年同期分別增加168%、126%及139%，同
時NIPT的銷量亦大幅增加（約佔總收益的27%）所致。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包括(i)材料成本，指所分銷產品的採購成本以及自主開發產品
的原材料成本，(ii)員工成本，(iii)折舊開支，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iv)檢測服務費用，主要包括我們就若干測序服務向第三
方醫學實驗室支付的外包服務費用，及(v)其他，主要包括我們為接受PGT-A試
劑盒測試的受試者投保的保險費、物流開支及設備維護開支。

我們的銷售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8百萬元增加34.9%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8.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銷量增加導致
批量生產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因素所致，本集團的毛利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4
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2百萬元。毛利率乃按毛
利除以收入計算。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5.5%
提高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4.2%，主要是由於我們PGT-A試劑盒的
毛利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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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我們的其他收益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百萬元大幅增加至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上市政府補助及
利息收益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5百萬元增長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銷售開支增加、
營銷團隊擴大及營銷與推廣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9百萬元增長至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2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招聘人才及貿易及其
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所致。

研發開支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研發開支組成部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員工成本 9,838 5,482
折舊開支 873 1,086
臨床試驗開支 5,801 4,476
技術服務費 35 85
耗材開支 5,559 2,170
其他 707 132  

總計 22,813 13,431  

我們的研發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4百萬元增加69.9%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擴大研發團隊
及與採購研發在研產品所用的試劑、設備及耗材相關的成本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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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我們的融資成本包括(i)計息銀行貸款的利息，及(ii)租賃負債利息。截至2020年
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錄得融資成本人民幣0.8百萬元及人民幣0.7
百萬元。

所得稅

截至2020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錄得所得稅抵免人民幣2.3百
萬元及所得稅開支人民幣4.7百萬元，變動主要由於遞延稅項變動。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2020年上半年，我們分別向蘇州雙螺旋出售蘇州醫檢所、山東醫檢所、本溪
醫檢所及彼等業務。作為我們努力專注於定位為以研發為中心的基因檢測解
決方案提供商（而非檢測服務提供商）的一部分，我們決定終止該等經營業務。
於2020年6月，我們已向獨立第三方出售蘇州拉曼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該公司
自其註冊成立以來並未從事任何業務。於2020年7月，我們向獨立第三方南京
芳華出售芳華基因。截至2020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我們分別錄得已終止經
營業務溢利人民幣2.2百萬元及零。

存貨

我們的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製成品以及設備及儀器。我們一般按收到的訂單
採購內部產品的原材料。我們就我們的PGT-A試劑盒及我們分銷的NIPT試劑盒
維持製成品存貨。我們亦就我們分銷的DA8600維持設備及儀器存貨。

我們的存貨從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6.3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1年6月30
日的人民幣11.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製成品儲備及購買的儀器有所增加及擴大
我們的儀器業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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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我們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從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87.5百萬元增加
28.8%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12.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收到的訂單有所
增加所致。

外匯風險

我們的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列示，惟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外匯計值，並面臨
外匯風險。我們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將考
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從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1.1百萬元增至截至2021
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3.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因收入增加而採購設備所致。

我們的其他應付款項從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6.4百萬元減至截至2021
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3.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支付應計上市開支所致。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於報告期間，我們主要使用銀行貸款及股本融資來滿足營運資本要求。我們定
期監管現金及現金流量的使用，致力維持可滿足我們營運資本需求的最佳流
動性。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從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42.2百萬元大幅增加至截
至2021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763.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所
致。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的無抵押銀行貸款為人民幣20.0百萬元，固定利率為
每年4.20%及4.35%。無抵押銀行貸款由本集團的子公司作擔保。

由於全球發售，我們募集所得款項淨額約1,898.7百萬港元（經扣除包銷費、佣
金及相關開支）。本公司擬按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
目的使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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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報告期間，我們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或出售子公司、聯營公司
及合營企業。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3月4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以總代價人民幣
7,960,000元收購位於中國江蘇蘇州工業園區星塘街以東，江韻路以北的一片土
地（總地盤面積為21,626.1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將用於建設本公司的總部。
該土地收購的代價人民幣7,960,000元由本公司以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截至
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我們正在設計總部的建築方案。除上文所述者外，截至
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資本開支計劃。

或然負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資本承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的未履行資本承諾為人民幣5.5百萬元，主要由於就
建設新總部訂立合同所致。

資產抵押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資產並無抵押。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按計息借款及租賃負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再
乘以100%計算。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處於淨現金狀況，因此資產負債
比率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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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慣例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本公
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至
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即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的角色未有區分，均
由梁博士擔任。

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兼任本公司董事會董事長及總經理有利於確保本集團
內領導一致，並為本集團提供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策略規劃。董事會認為，現
行安排無損權力與權限之間的平衡，且此架構將有助於本公司迅速有效地作
出及執行決策。董事會將繼續檢討並於適當時候根據本集團的整體情況考慮
拆分本公司董事會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職務。

遵守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
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及監事已確認彼等於上市日期起至2021年
6月30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於上市日期起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止期間，本公司並不知悉違反標準守則
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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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透過其首次全球發售（包括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募集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1,898.7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1,584.1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動
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中約60.02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49.97百萬元），詳
情如下：

所得款項用途 計劃用途

佔所得款項
淨額總額
百分比

截至2021年
6月30日的
實際用途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核心產品
‧ PGT-A試劑盒在中國的持續銷售及
營銷活動以及擬定的商業化

379.74 20% 8.39 未來三至五年內

‧ 優化PGT-A試劑盒的生產流程， 
以及採購及安裝新型自動化操作設
備及機械，從而提高PGT-A試劑盒
的生產效率

189.87 10% 0.15 未來三至五年內

PGT-M試劑盒的臨床試驗、 
註冊申報及商業化

‧ PGT-M試劑盒的臨床試驗及 
註冊申報

189.87 10% 3.46 未來三至五年內

‧ 我們其他基因檢測試劑盒產品的 
商業化、銷售及營銷活動

189.87 10% 0 未來三至五年內

PGT-SR試劑盒、CNV試劑盒及WES
試劑盒的開發、臨床試驗及註冊申
報

‧ PGT-SR試劑盒、CNV試劑盒及WES
試劑盒的開發、臨床試驗及註冊申
報

246.83 13% 5.4 未來三至五年內

‧ 研發及生產我們的基因檢測設備及
儀器

322.78 17% 0.89 未來三至五年內

提高我們的研發能力及提升我們的
技術

189.87 10% 4.94 未來三至五年內

營運資本及一般企業用途 189.87 10% 36.79 未來三至五年內  

總計 1,898.70 100% 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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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根據本公司對未來市場狀況的最
佳估計而作出，並可根據我們的實際業務運營予以變更。展望未來，所得款項
淨額將按照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方式予以應用，先
前於招股章程披露的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並無任何變動。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H股於2021年2月8日首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除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包
括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外，自上市日期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及
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
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進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對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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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謹向股東及業務合作夥伴對本集團的一貫支持以及員工的奉獻及辛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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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蘇州，2021年8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梁波博士、孔令印先生及芮茂社先生；非執行董事徐文
博先生、張劼鋮先生及王偉鵬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康熙雄博士、黃濤生博士及余國權先生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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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貝康投資」 指 蘇州貝康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一家於2016年
5月23日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通過此企業，截至
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集團若干前僱員、僱員
及顧問於本公司約13.19%的股權中擁有間接實益權
益。貝康投資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中期業績公告及僅就地區參
考而言，且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蘇州貝康醫療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且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指梁博士及╱或貝康投資

「核心產品」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8A章賦予該詞的涵義；就本公告
而言，我們的核心產品指我們的PGT-A試劑盒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全體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



– 29 –

「梁博士」 指 梁波博士，我們的創始人、執行董事、董事長、總
經理兼控股股東

「全球發售」 指 如招股章程所述，發售H股以供認購

「GMP」 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不時發佈的良
好生產規範、指引及規則，作為質量保證的一部
分，旨在盡量減少藥品生產過程中污染、交叉污
染、混淆及出錯的風險，並確保須遵從該等指引及
規則的藥品一貫生產及控制，以符合適合其預定用
途的質量及標準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股
份，以港元認購及買賣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獨立第三方」 指 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並非
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個人或公司

「上市」或 
「首次公開發售」

指 我們的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日期」 指 2021年2月8日，即我們的股份首次在聯交所主板買
賣的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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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指 聯交所主板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

「國家藥監局」 指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中國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代替履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職能的機
構

「提名委員會」 指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

「首次公開發售前投
資者」

指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的投資者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2021年1月27日刊發的招股章程

「報告期間」 指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薪酬與考核 
委員會」

指 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人民幣」 指 人民幣元，中國法定貨幣

「證券及 
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
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