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上接

A10

版）

公司如有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要求其接受稳定公司股价预

案和相关措施的约束。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终止：

（1）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2）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3）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

购。

6、发行人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发行人签署《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预案的承诺

函》， 承诺： 本公司上市 （以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为

准）后三年内，若本公司股价持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本公

司将严格依照《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

的预案》中规定的相关程序通过回购公司股票等方式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7、控股股东、全体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外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

定股价的承诺

控股股东、全体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外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

《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预案的承诺函》： 公司上市

（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为准）后三年内，若公司股价持

续低于每股净资产，本人将严格依照《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中规定的相关程序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1、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XIANPING�LU 承诺

1、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

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四、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1、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管部门作出

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为发行价格

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回购的股份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其派生股

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3、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

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XIANPING�LU 承诺

1、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同时督促

公司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程序， 并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

决议时，本人将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3、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 本人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三）全体董事承诺

1、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同时公司

在召开相关董事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时， 本人承诺就该等回购股份的相关

决议投赞成票。

3、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3、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承诺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保荐机构已对深圳微芯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

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荐机构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申报会计师及验资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本所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如果

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承诺： 若因本所未能勤勉尽责地履行

法定职责而导致本所为发行人出具的公开法律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根据有管辖权的

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司法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损失。如果投

资者依据本承诺函起诉本所， 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由被告所在地或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上市交易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确定。

发行人评估机构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

资产评估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 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无矛盾之处。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

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若因本公司制作、出具的上述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六、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XIANPING�LU 及其一致行动人海粤门、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

德睿博、海德康成、其他主要股东博奥生物、萍乡永智、LAV�One、Vertex、德

同新能、德同凯得、德同富坤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承诺的履行

事宜，将承诺遵守如下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

1、如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公司应当及时、充分披露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情况、原因及解决措施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公司将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或及时作出合法、合理、

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

3、因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

司将依法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4、对未履行其已作出承诺、或因该等人士的自身原因导致公司未履行已

作出承诺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立即停止对其进行

现金分红，并停发其应在公司领取的薪酬、津贴，直至该等人士履行相关承

诺。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XIANPING�LU

1、如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应当及时、充分披露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情况、原因及解决措施并向微芯生物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 本人将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或及时作出合法、合

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

3、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微芯生物或者其投资者遭受损失

的，本人将向微芯生物或者其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微芯生物有权立即停发本人应从微芯生

物领取的薪酬、津贴，直至本人履行相关承诺，并有权扣减本人应获分配的现

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如当年度现金分配已经完成，则从下一年度

的现金分红中扣减；

5、如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全部归微芯生

物所有。

（三）海粤门、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德睿博、海德康成、其他

主要股东博奥生物、萍乡永智、LAV�One、Vertex、德同新能、德同凯得、德同

富坤

1、如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企业应当及时、充分披露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情况、 原因及解决措施并向微芯生物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2、本企业将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或及时作出合法、合

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

3、如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微芯生物或者其投资者遭受损

失的，本企业将向微芯生物或者其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微芯生物有权扣减本企业应获分配的

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如当年度现金分配已经完成，则从下一年

度的现金分红中扣减；

5、如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全部归微芯

生物所有。

（四）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1、如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应当及时、充分披露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情况、原因及解决措施并向微芯生物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或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

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

3、如本人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微芯生物或者其投资者遭受损失

的，本人将向微芯生物或者其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微芯生物有权立即停发本人应在微芯生

物领取的薪酬、津贴，直至本人履行相关承诺；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微芯生

物股份，微芯生物有权扣减本人从微芯生物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

述赔偿责任，如当年度现金分配已经完成，则从下一年度应向本人分配的现

金分红中扣减；

5、如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微芯生物所

有。

七、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的上述公开承诺内容及

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 发行人律师认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中披露的相关主体作出的公开承诺内容以及

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有效。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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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6,477,189.26 131,271,919.77

应收票据 12,707,314.98 3,868,701.74

应收账款 40,653,639.37 45,580,076.20

预付款项 8,084,289.91 1,817,701.54

其他应收款 5,953,498.47 913,733.94

存货 9,301,627.59 8,451,180.99

其他流动资产 53,374,705.48 41,566,544.94

流动资产合计 286,552,265.06 233,469,859.12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2,247,378.69 12,723,061.91

在建工程 313,968,118.57 268,750,252.16

无形资产 62,707,206.63 64,214,116.29

开发支出 126,932,107.30 117,075,167.73

长期待摊费用 176,011.89 387,182.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16,472.48 1,145,492.14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745,314.45 18,573,910.61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1,292,610.01 482,869,183.34

资产总计 827,844,875.07 716,339,042.46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续)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

应付账款 50,649.37 69,204.33

预收款项 - 2,225,638.80

应付职工薪酬 7,001,953.17 11,344,594.92

应交税费 7,076,174.91 6,224,008.28

其他应付款 47,249,898.77 51,902,988.82

一年内到期的预计负债 4,094,576.60 3,768,478.9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5,559,400.00 6,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51,032,652.82 81,534,914.1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4,940,600.00 87,500,000.00

递延收益 72,055,515.69 69,650,912.29

预计负债 589,444.72 755,508.3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7,585,560.41 157,906,420.61

负债总计 328,618,213.23 239,441,334.74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续)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 (续)

股东权益：

股本 360,000,000.00 360,000,000.00

资本公积 157,633,559.70 152,814,663.70

盈余公积 3,107,362.98 3,107,362.98

未分配利润 (21,514,260.84) (39,024,318.96)

股东权益合计 499,226,661.84 476,897,707.7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827,844,875.07 716,339,042.46

XIANPING�LU

法定代表人

黎建勋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左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4,523,119.43 115,519,902.93

应收票据 12,707,314.98 3,868,701.74

应收账款 40,653,639.37 46,795,167.96

预付款项 7,003,190.64 1,091,522.64

其他应收款 149,475,973.56 140,281,330.67

存货 5,963,440.27 3,024,270.56

其他流动资产 53,374,705.48 41,519,618.46

流动资产合计 413,701,383.73 352,100,514.96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固定资产 5,688,043.18 5,638,898.50

无形资产 12,983,580.96 13,855,255.08

开发支出 126,932,107.30 117,075,167.73

长期待摊费用 130,883.94 208,268.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2,431.53 1,344,356.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32,554.79 1,156,613.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8,889,601.70 249,278,558.99

资产总计 672,590,985.43 601,379,073.95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续)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

应付账款 4,673,230.00 2,025.00

预收款项 - 2,225,638.80

应付职工薪酬 5,411,620.62 8,748,073.81

应交税费 5,104,271.28 5,734,684.07

其他应付款 13,307,348.82 15,540,553.33

一年内到期的预计负债 8,266,983.36 8,026,693.54

流动负债合计 86,763,454.08 40,277,668.55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27,155,515.69 24,750,912.29

预计负债 1,190,093.67 1,609,199.31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345,609.36 26,360,111.60

负债总计 115,109,063.44 66,637,780.15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续)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 (续)

股东权益：

股本 360,000,000.00 360,000,000.00

资本公积 157,633,559.70 152,814,663.70

盈余公积 3,107,362.98 3,107,362.98

未分配利润 36,740,999.31 18,819,267.12

股东权益合计 557,481,921.99 534,741,293.8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72,590,985.43 601,379,073.95

XIANPING�LU

法定代表人

黎建勋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左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营业收入 81,917,549.13 72,638,934.48

二、减：营业成本 (3,184,011.54) (2,922,992.41)

税金及附加 (1,368,907.55) (1,661,335.34)

销售费用 (26,950,407.05) (21,422,237.27)

管理费用 (13,201,481.27) (14,672,524.18)

研发费用 (22,041,615.23) (19,731,942.27)

财务净收益 1,212,684.17 598,807.35

其中：利息费用 316,100.00 263,900.00

利息收入 1,485,487.16 529,232.72

资产减值转回 - 198,792.15

信用减值转回 778,559.17 -

加：投资收益 - 1,281,152.38

其他收益 2,824,347.45 5,721,367.41

三、营业利润 19,986,717.28 20,028,022.30

加：营业外收入 741.12 180.05

减：营业外支出 (302,954.08) (288,097.87)

四、利润总额 19,684,504.32 19,740,104.48

减：所得税费用计提 (2,174,446.20) (1,812,165.78)

五、净利润 17,510,058.12 17,927,938.7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510,058.12 17,927,938.70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续)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86 0.049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86 0.0498

XIANPING�LU

法定代表人

黎建勋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左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利润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一、营业收入 81,917,549.13 72,670,796.57

二、减：营业成本 (6,236,546.39) (4,394,421.91)

税金及附加 (992,251.31) (1,373,333.51)

销售费用 (26,950,407.05) (21,482,582.09)

管理费用 (8,978,454.56) (12,099,057.26)

研发费用 (23,088,577.90) (23,665,006.67)

财务净收益 1,209,892.32 575,912.56

其中：利息费用 316,100.00 263,900.00

利息收入 1,473,646.20 499,561.47

资产减值转回 - 198,792.15

信用减值损失 (32,652.19) -

加：投资收益 - 1,231,322.25

其他收益 2,824,347.45 5,721,367.41

三、营业利润 19,672,899.50 17,383,789.50

加：营业外收入 741.12 180.05

减：营业外支出 (352,607.29) (287,747.87)

四、利润总额 19,321,033.33 17,096,221.68

减：所得税费用计提 (1,399,301.14) (1,711,802.46)

五、净利润 17,921,732.19 15,384,419.22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利润表 (续)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止

期间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921,732.19 15,384,419.22

XIANPING�LU

法定代表人

黎建勋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左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期间

(未经审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9,539,839.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24,912.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864,751.6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334,448.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4,506,590.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106,964.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93,345.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8,441,348.64)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6,596.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6,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95,785.0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5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6,396,135.09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续)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期间

(未经审计)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续)：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9,366,580.85)

投资支付的现金 (96,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5,366,580.8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68,970,445.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16,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16,1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83,900.00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续)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期间

(未经审计)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68,412.2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205,269.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1,271,119.7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6,476,389.26

XIANPING�LU

法定代表人

黎建勋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左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期间

(未经审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8,095,853.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457,419.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553,273.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777,444.9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420,396.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11,337.3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846,708.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4,755,887.24)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14.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6,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95,785.0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5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6,396,135.09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续)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期间

(未经审计)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续)：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942,616.59)

投资支付的现金 (96,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942,616.59)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46,481.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16,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6,1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83,900.00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续)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期间

(未经审计)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8,412.2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003,216.5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5,519,902.9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4,523,119.43

XIANPING�LU

法定代表人

黎建勋

主管会计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

左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公司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签名和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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