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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基因集团简介 



核子基因  行业领先 

1 
资本实力 

核子基因科技前期投资3亿元，IPO上市计划正式启动, 

致力成为全国最大的基因检测销售平台 

2 科研实力 

核子基因不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等高校共同建立了多个国内外领先的基因

研发平台 

3 人才储备 

核子基因拥有包括近二百位博士、硕士、 留学归国人

员在内300多人的尖端技术和管理员工队伍  



46家子公司 

31家实验室 

核子基因集团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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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板块互相联劢，共享资源 

业务互补，统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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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 

健康管理 

核子基因 

科研服务 

医学检验 

沈阳 长沙 广州 西安 杭州 

重庆 北京 济南 成都 郑州 

医学检验实验室 

司法鉴定所 

深圳 长沙 南宁 广州 上海 贵州 哈尔滨 

西安 武汉 海南 杭州 北京 长春 重庆 

昆明 沈阳 成都 福州 郑州 济南 



核子基因 检测平台/仪器设备 

MassARRAY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仪，共4台。 Affymetrix 的GeneChip实验平台，共2台；罗氏480Q-PCR仪，共10台。 

Illumina公司：Hiseq4000、NextSeq500二代测序仪，共10台。 Life Technologies公司：3730XL、3500XL测序仪，共21台。 



核子基因科技国家正式审批的医疗及司法牌照（部分展示） 



核子基因 获得荣誉 





他们眼中的基因行业： 

下一个能超越他们的世界首富一定诞生在基因领域 



一代医疗 

• 中草药 

二代医疗 

• 抗生素 

三代医疗 

• 基因技术 



    201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启动

精准医疗计划。 

 精准医疗 



2015年3月，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与家会议，提出了中国

精准医疗计划。会议指出，到2030年前，我国将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

600亿元 

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是一种将个人基因、环境不生活习惯差异考虑在内的疾病预防不处置的新兴方法。 

核心是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幵对一种疾病丌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

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不预防的效益。 

 精准医疗 



曼哈顿原子弹计划 阿波罗登月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科学叱上的三大工程  



开放注册         精准医疗         国家战略        十三五规划       各省支持      



2014年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首次批准基因测序产品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国家卫计委公布首批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基因测序政策放开。 

开放注册 



国家战略 

2015年6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包的通知》，强调了重

点发展基因检测等新型医疗技术，快速推进基因检测临床应用以及基因检测仪器试剂的国产化，3

年内建设30个基因检测技术示范中心。发展基因产业上升为了国家战略，基因检测技术被列入“新

型健康技术惠民工程”。 



2016年3月1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

“加速推劢基因组学等生物技术大规模应用”入选未

来五年中国计划实施的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 

十三五规划 

2016年12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三

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将“基因检测覆盖

50%出生人口”列为重要目标。 



 



核子基因丰富的产品线 

健康产品 医疗产品 司法产品 



产品对接 

健康管理 
养身会所 
企业体检福利 
个人健康管理 
银行保险VIP
附加值服务 
老龄委 
 

健康 
相关产业 

美容院 
整容医院 
高端女性会
所 

医院产科 
月子中心 
幼儿园 
康复中心 

早教机构 
兴趣班 
学校 
幼儿园 
企业人力资源 
 

妇幼保健院 
月子中心 
孕妇学校 
民政局 
 

企业福利 
个人保健 

   
女性相关

产业 

   
儿童 

老人市
场 

培训 
机构 

备孕 
人士 

商务应
酬人士 



中国孕妇共约2000万，每人收费499元 

 

全国市场保守估计： 2000万×499≈100亿元/年 

一个县市场保守估计： 666万元/年 

 

叶酸基因检测市场空间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全国0-14的儿童有2.22

亿人，每人收费2370元 

全国市场： 2.22亿×2370元=5260亿元 

一个县市场： 3.5亿元 

 

儿童安全用药检测市场空间 



中国0-14岁青少年数量为2.2亿，每人收费8550元 

 

全国市场： 2.2亿×8550元=1.88万亿元/年 

一个县市场： 12.5亿元/年 

儿童特长基因（五项） 检测市场空间 



妇产科：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300万元 

妇产科：叶酸基因检测  100万元 

新生儿科：耳聋基因   150万元 

妇科：HPV基因检测   210万元 

……                                                                                                                                                 

                       

一家县人民医院，仅部分医疗产品年市场容量可达800万元 

医疗项目市场容量 

县级人民医院 



妇产科：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500万元 

妇产科：叶酸基因检测   200万元 

新生儿科：耳聋基因检测   350万元 

妇科：HPV基因检测     420万元 

感染科：乙肝、丙肝基因检测    300万元 

肿瘤科：肿瘤个体化用药  500万元 

                ……                        

                       
一家地市级综合医院，仅部分医疗产品年市场容量可达2000万元 

医疗项目市场容量 

地级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1200万元 

新生儿科：耳聋基因检测   500万元 

妇科：叶酸基因检测  240万元 

肿瘤科：肿瘤个体化用药 1500万元 

感染科：乙肝、丙肝基因400万元 

…… 

省级三甲医院，仅部分医疗产品，市场容量达4000万元 

医疗项目市场容量 

省级人民医院 



 



核子基因未来技术梦想 

插入特长基因 剪切癌基因 修补缺陷基因 粉碎病毒DNA 基因重构 

人人都是超人 再也不得癌症 世界再无遗传病 消灭艾滋病 人人长生不老 

1 2 3 4 5 



按地级市逐城推进 

• 分区域建设推广团队或商务合作 

• 利用战略合作的资源布点快速覆盖 

• 2020年5月份宁夏4个地级市直营店开业 

• 利用健康网资源，在步行街、万达、大悦城等繁华的商业圈

传播核子基因检测知识。 

• 在2020年10月前和宁夏中房康养中心、宁夏浩海颐养中心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以核子基因小屋的形式进驻养老中心。 

• 第一阶段（2020年） 

     区内完成销售额1000万，为进入陕北、青海市场打基础。 

• 第二阶段（2021年） 
     覆盖宁夏各个县，开基因小屋50家，完成销售额 2000万。 
• 第三阶段（2022年） 
      完成销售额5000万，全面进入陕北、青海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