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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9                           证券简称：瑞普生物                           公告编号：2018-080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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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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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健 王兴中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1

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1

号 

电话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电子信箱 zqb@ringpu.com zqb@ring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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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153,087.88 473,652,889.56 2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502,741.68 56,186,354.00 2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1,222,183.59 45,208,105.38 35.42%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912,218.76 -13,221,104.49 37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4 0.1389 2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4 0.1389 2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2.92%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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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599,276.64 2,924,214,309.69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9,695,718.02 1,951,866,995.79 0.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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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守军 境内自然人 42.65% 172,529,411 129,397,058 质押 56,825,000 

梁武 境内自然人 8.62% 34,885,698 26,164,273 质押 9,964,000 

苏雅拉达来 境内自然人 3.86% 15,616,103 11,712,077 质押 3,350,000 

鲍恩东 境内自然人 3.19% 12,915,454 9,686,59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2.83% 11,452,115 8,589,086 质押 1,11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1.58% 6,382,877 0   

周仲华 境内自然人 1.28% 5,183,305 3,887,479   

天津瑞普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18% 4,790,884 4,790,884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精

英之淡水泉 

其他 1.13% 4,588,365 0   

蒋国梁 境内自然人 0.90% 3,62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发现上述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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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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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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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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在规模化养殖企业快速扩张以及养殖行业集中度、集约化、 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带来的市场环境转变

下，公司顺应规模化养殖企业快速扩张的大趋势，迅速从产品的提供商转变为智能化服务及解决方案的综合供应商，集团化

客户业务增长迅速。同时，公司通过聚焦精品疫苗和精品兽药、加强费用管控等多种举措，顺应报告期内市场形势，在兽用

药物与原料药销售收入方面均取得了较好增长，从而带动整体业绩实现较快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315.31万元，同比增长23.12%，主要因素是兽用药物销售收入增长较大；实现利润总

额9,406.39万元，同比增长22.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50.27万元，较上年增长21.92%。营业收入中，兽用生

物制品实现收入29,016.4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4%（其中:市场销售疫苗销售收入28,030.2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65%；

招标疫苗销售收入986.18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5.77%）；兽用药物实现收入28,728.3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07%。截至

2018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285,159.93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195,969.57万元，资产负债率23.0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3,591.22万元，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财务状况健康。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运营成果如下： 

1、生产运营 

运营管理方面，以“战略、运营、绩效三位一体”为主线，以提高各组织体系的运营效率为目标，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变

革，提升营销、研发、生产（质量）三方面的协同能力，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服务客户。 

生产方面，秉承“增值客户，品质领先”的发展主题，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满足客户要求。以“全员服务营销，全院服务生

产”的思想意识，明确分工和职责，强化质量管理；通过打造GMP标杆和自动化标杆，保证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多项研发成果，包括发明专利10项，新兽药注册证书4项、兽药产品批准文号6项。其中，报告期公

司取得了禽流感DNA疫苗（H5亚型，pH5-GD）一类新兽药证书，是“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的革命性产品”，填补了世界范围

内高致病禽流感新型疫苗的空白，解决了困扰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疫苗散毒和疫苗开发速度落后于病毒变异速度的世界性难

题。 

3、营销服务： 

营销服务方面，坚持“增值客户、激发潜能、品质领先、学习创新”的指导思想，探索新型营销模式，创新服务方式，积

极融入产业圈。聚焦重点产品，树立产品品牌，深化战略合作，提升产品覆盖率。 

公司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布局，打造重点区域；优化客户结构，创新客户管理方式；举办精品会议，借助互联网以养殖

大数据助力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推广。通过技术交流会议、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客户粘性。 

4、互联网+项目： 

公司借助互联网技术，为养殖户、兽医、经销商等终端用户打造养殖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养殖宝（APP），报告期内，

养殖宝的安装量及文章阅读量大幅提升。借助通过线上线下拓展等多种形式，走访养殖场、专访行业专家，树立了“最美兽

医”、“最美养殖场”、“养殖宝会客厅”、“大咖上线养殖宝”等品牌栏目。同时，通过微信服务号、微信订阅号等多种方式，

实现数万用户的聚集，打造了“养殖宝”品牌，提升了公司产业链影响力。 

5、人力资源方面： 

一是围绕“增值客户、激发潜能、创新高效、品质领先”年度主题，不断进行组织梳理，推动组织结构扁平高效，提升决

策效率，对全集团管理构架与岗位职权匹配度进行盘点，从组织机制上实现对市场和客户服务支持。 

二是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同时发力，启动实施了高端人才引进计划，重视中高层管理者及市场人员管理能力强化

与提升。利用人才盘点进行岗位匹配，并通过胜任力评估活动对人才进行精准化评估及定制化培训，通过瑞普商学院的培训

体系将管理、营销、高潜人才培养落地，实现人才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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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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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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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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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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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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