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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携手阿里云启动基因商店，基因测序触手可得 

  2016 年 2 月 26 日 

 袁季(分析师、首席研究官) 黄莞（研究助理） 

电话： 020-88836102 020-88836112 

执业编号： A1310512070003  

邮箱： yuanj@gzgzhs.com.cn huangguan@gzgzhs.com.cn 

 

备受瞩目的华大基因又出重磅了。 

2 月 23 日，华大基因（A15322.SZ）与阿里云联姻后的首个产品——BGI Online（Beta 版）

启动内测，当天华大基因官网就发布公告，称这是全国首个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的平台，还

把它形象地比喻为基因行业的“APP Store” 。  

图 1 基因行业的 APP Store——BGI Online 成功内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小编马上打开 BGI Online 网站，试用了一下，发现如果把华大基因的测序仪比作一部智

能手机，那 BGI Online 就是智能手机上的基因数据云计算，我们可以“下载”各种官方或第三

方软件，来分析自己的数据，还可以把数据分享给授权用户，让基因数据又安全又便宜地进

行云储存、云计算和分享。有木有感觉这跟苹果的“APP Store”很类似呢，让我们期待它的

正式露面吧！ 

BGI 所代表的基因大数据平台初成，而这背后的华大基因，早已是知名度很高的中国“基

因测序梦工厂”，是基因测序“国产化”的先锋。 

华大基因在基因测序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领先的。创始团队曾作为中国代表参与人类基因

组计划，承担其中 1%的任务。此后，华大基因相继完成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炎黄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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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基因组计划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研究工作；在 SARS 疫情期间，华大在国

内首先破译四株 SARS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在全球首个公布 SARS 诊断试剂盒。 

BGI 平台的上线，实际是将人类基因收装在了同个云平台上，通过 BGI Online，不需要

自己去找那些又贵又复杂的计算存储平台，便可以解码基因背后的秘密。华大基因让基因行

业变得“触手可及”，我们距离 24 小时完成一个人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的梦想又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我们的目标是使用自主知识产权的测序系统和云端分析平台，在 24 小时内完成一个人

从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到解读的全过程。虽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但生命的价值值得我们为

之努力。” CEO 尹烨在华大基因官网如是说。 

华大基因业绩增长十分稳健。2015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5.65 亿元，2012-2015 年营业收入

年复合增长约 20%。2015 上半年净利润为 8247.49 万元，2012-2015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速为

28%。资产负债率逐年降低，由 2012 年的 85.02%降至 2015 上半年的 18.45%。 

而华大基因也加快了上市的脚步。2015 年 12 月 18 日华大基因发布公告，拟在创业板上

市，募资 17.32 亿元，加码基因测序业务建设。 

华大基因只是近年来基因测序行业加速发展一个缩影。行业层面，BBC 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全球基因测序市场从 2007 年的 7.94 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将达到 117 亿美元，年复合增

速 28%。 

在基因测序的整个产业链，上游基因测序仪与耗材由欧美企业主导，我国企业主要集中

在中下游测序服务环节，并有往上延伸的趋势，具体情况请看下图。 

图表 2  12-15 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约 20%      图表 3  2015 上半年净利润为 8247.49 万元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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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表明，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 312 万例，市场上癌症基因

测序价格 1 万到 5 万不等，据 2015 年 4 月 21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AACR）调查显示 59%

癌症患者愿意接受“肿瘤基因检测”，假设其中有 1/2 患者最终可以选择基因检测，假设平

均每次花费 2.5 万元，因此我们预测每年中国肿瘤基因测序的治疗市场约为 160 亿人民币。同

时，新三板上不乏专注于基因测序细分领域的优质企业，如达安基因二代测序项目的战略合

作者达瑞生物(832705)、肿瘤个体化靶标检测的领军者益善生物（430620）。 

2016 年将是基因测序有序发展的一年。广受关注的华大基因与阿里云联姻成功，意味着，

基因检测将可能应用于健康管理等多个领域，而这也将可能重构用户对于健康管理的价值观

和消费观。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愿意付费的基因检测用户，商业合作上，也可能会出现“互

联网+”和“基因+”的跨界合作，这加速基因测序行业发展，为精准医疗、分子育种等产业

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数据支持：邓玲、胡钊  

图 4 中国企业集中在基因测序产业链的测序服务环节，具有先发优势 

 

资料来源：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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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团队介绍 

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

研究团队。新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

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日报、周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

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

效的研究支持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广证恒生总经理兼首席研究官，新三板研究团队长）：从事策略研究逾十年，在趋势

判断、资产配置和组合构建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研究突出有效性、前瞻性和及时性，曾获

“世界金融实验室年度大奖——最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中国证券业协会课题研

究奖项一等奖和广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证券报“金牛分

析师”六项大奖。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高端装备行业负责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金融市场硕

士，7 年证券从业经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券业协会课题

二等奖。 

肖超（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负责人，高级分析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5 年证券

研究经验，2013 年获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第一名，对行业及公司研究有独到心得与积

累。 

陈晓敏（新三板医药生物研究员）：西北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在

SCI、EI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3 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医药行业研究经验，参与某原料药龙头

企业“十三五”战略规划项目。 

温朝会（新三板 TMT 研究员）：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七年运营

商工作经验，四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 

黄莞（新三板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负责微信公众号“新三板研究极客”政策、

市场等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林全（新三板环保行业研究员）：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景，积累

了华为供应链管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有独到

心得。 

 

联系我们： 

邮箱：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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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63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在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荐的

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

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与控股股东（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部门及分

支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要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效隔离内幕信息和敏感信息。在此前提下，投资者阅读本

报告时，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

或者可能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法律法规政策

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

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

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

的删节和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