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51                           证券简称：昌红科技                           公告编号：2017-068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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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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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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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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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红科技 股票代码 3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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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军 李红霞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锦龙大道西侧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锦龙大道西侧 

电话 0755-89785568-885 0755-89785568-885 

电子信箱 changhong@sz-changhong.com changhong@sz-changhong.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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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8,580,857.07 267,662,327.54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56,136.70 19,891,573.01 -3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8,683,601.75 17,405,086.69 -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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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5,403.27 11,060,036.30 1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2.47% -0.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56,930,169.17 1,007,312,638.83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1,854,487.20 817,249,586.73 -0.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5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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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焕昌 境内自然人 45.86% 230,426,200 172,819,650 质押 136,000,000 

华守夫 境内自然人 5.61% 28,187,500 21,140,625 质押 13,830,000 

徐燕平 境内自然人 5.49% 27,575,000 20,681,250 质押 19,680,000 

邓世珩 境内自然人 0.58% 2,900,000  质押 820,000 

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其他 0.54% 2,690,75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0.33% 1,650,000    

王钧 境内自然人 0.29% 1,438,070    

徐进 境内自然人 0.28% 1,386,400    

刚云卿 境内自然人 0.25% 1,275,520    

吴向杰 境内自然人 0.24% 1,19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徐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15,600 股，其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86,400

股。 

2.公司股东刚云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1,100 股，其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84,4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75,520 股。 

3.公司股东吴向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其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94,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94,5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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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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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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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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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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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7年经营计划，继续秉承“合法经营、合理利润、回报社

会”的经营理念，着力发展精密制造业务、布局医疗大健康及探索互联网智能硬件产业，并取得众多突破，

实现了以精密制造业为创新根基，有效嫁接相关新兴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858.0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34%；实现营业利润1,541.25万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28.68%；实现利润总额1,630.8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3.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1,325.61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3.36%。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持续整合资源，巩固市场地位及布局新兴产业 

（1）传统精密制造业务，不断迭代创新，扩展新的应用领域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同时，质量和品牌是制造业综合实力

的集中反映，是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面向基础技术能力提升、软件应用技

术、高速精密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等关键技术进行逐步攻克，促使公司在制造行业占据制高点以及为相关

新兴产业布局提供了坚实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夯实海外产业布局，目前越南

昌红发展趋势良好，陆续收获订单，已量产并实现盈利；菲律宾昌红亦逐步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此外，在原有OA产品与客户基础上，公司积极建设市场销售团队，拓展高毛利产品与客户，实现提

质增效。 

（2）医疗器械业务稳步发展，加快布局辅助生殖领域 

受益于国民医疗需求及人均消费能力的提升、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国产医疗器械企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将长期保持较高增长趋势。面对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契机，公司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创新求变，紧紧围绕总体战略发展目标，坚持内涵增长和外延扩张两手抓，不断创新管理机制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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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与培育精准医疗、辅助生殖等产业布局，助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为公司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增

添新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通过自主研发、合作代理等方式，积极丰富精准医疗和辅助生殖产品线。精准医

疗方面，公司已建立基因测序全过程（样本采集→保鲜存储→样本提取→文库制备）耗材与试剂产品链，

可为基因测序实验室提供试剂与耗材整体解决方案，并为生命科学及医疗器械企业提供精准医疗耗材

ODM/OEM产品及服务。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开拓多个国内外重要客户，精准医疗产品进一步得到

市场认可。 

辅助生殖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辅助生殖全系列耗材以及生殖中心实验室管理软件系统，并全面开展

相关产品的临床注册工作。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与瑞典辅助生殖器

械公司Nidacon International AB成功签约，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中国辅助生殖液体工作试剂市

场。该合资公司的设立及后续业务的开拓，填补了公司在辅助生殖高端液体工作试剂市场的空白，进一步

提升了公司的科技实力，为更好服务中国辅助生殖市场奠定重要基石。 

（3）搭建专业化投融资平台，助推公司开展投资并购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深圳市昌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组建具有丰富投融资经验及产业资

源的专业化团队，作为公司外延式并购战略以及早期前沿技术布局的投融资平台。其业务定位以“发掘创新

科技，打通产业资源；培育早期项目，服务上市公司”为主要投资路径的特色业务模式。投资领域主要为医

疗器械（包括体外诊断，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先进治疗技术；新材料及其应用；先进制造技术以及其

他高科技及高成长领域。公司后续将按照战略发展及产业布局方向，筛选对未来公司主业发展和战略转型

的项目进行投资，并利用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短期可降低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负担，长期反哺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 

2．持续推进人才队伍及企业文化建设 

人才是企业最大的资产，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一直尊重人才、重视人才，把引进人才为推动企

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不断从大型企业和科研究院所引进高端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公司始终坚信把握住了人

才，公司才有了推动产业升级、技术革新的动力。报告期，公司通过加强多层面的个人能力提升保障机制，

确保管理团队和核心人员在企业文化和制度面前，找到更高更广阔的价值空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通知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

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

收支。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

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公司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 “其他收益”项目。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本报告期中，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金额1,802,67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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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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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7年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3户，公司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2户，减少1

户。 

报告期内，上海高素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已处置，未纳入合并范围；新纳入合并范围公司：深圳市

昌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上海力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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