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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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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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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449346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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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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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电话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电子信箱 zqb@ringpu.com zqb@ringp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服务于动物健康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属行业为兽药行业。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兽用生

物制品、化学药物制剂、中兽药及天然植物药物、预混合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兽用原料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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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公司不断延伸产业链布局，并致力于开发和生产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动保产品，业务范围

涵盖兽药、养殖服务、宠物诊疗、生物产业基金等多个领域。 

2、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1）兽用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治疗用生物制品、诊断制品及其他生物制品。 

兽用生物制品分为预防用、治疗用、诊断用生物制品，预防用生物制品主要包括菌苗、疫苗和抗体，治疗用生物制品有

抗体、转移因子，干扰素等，诊断用生物制品有试剂盒、诊断用抗原等。按照动物种属分有家禽用（蛋鸡、肉鸡和种鸡）、

家畜用（猪、牛、羊等）、水禽用（鸭、鹅）、伴侣动物用（犬和猫）。 

家禽用生物制品中：禽元、优瑞康、新支妥、双欣立克、慢呼净、新城疫活疫苗、喉必妥、鼻妥为家禽用的主要产品，

其中“禽元”是公司2019年度禽用生物制品领域的重磅新品，以禽源禽流感病毒作为骨架的反向遗传技术生产的及疫苗，能

够有效预防当前禽高致病性H5亚型禽流感和H7N9亚型禽流感，在政府采购招标和市场营销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水禽用生物制品中：坦布舒、稳康宁、雅甘康、雅易安为主要产品，坦布舒是国际首创的预防水禽坦布苏病毒的疫苗，

具有不排毒、不散毒、无免疫抑制，产蛋期可紧急补免，一次免疫28天抗体转阳率80%以上；种鸭、种鹅免疫，雏鸭母源抗

体持续到10天的功效；稳康宁是小鹅瘟精致卵黄抗体，通过三级提取、三级纯化，不添加防腐剂，无外源病毒，即可预防又

可治疗。 

家畜用生物制品中：诸元妥、维乐复康、文易舒、优瑞适、文易康、文易宁为家畜用主要产品，其中诸元妥疫苗是猪圆

环2型全病毒灭活疫苗，具有保护效果好、副反应低的特点；维乐复康是用于预防猪传染性胃肠炎和流行性腹泻二联活疫苗，

疫苗毒株与当前流行毒株相匹配，母仔同防，降低发生率， 紧急免疫，降低产房仔猪死亡率。文易宁是猪瘟脾淋疫苗，生

产车间是亚洲最大的脾淋疫苗专用生产车间，按照4S体系生产，保证产品的稳定性。 

（2）兽用制剂主要包括化学制剂、中兽药及其他制剂。化学制剂主要为化学合成药物、抗生素及其半合成品。 

化学药物制剂中，立本康、枝力清、速可能、福欣、莫克林、癸氧喹酯、亚易林等为家禽用主要产品；倍扶欣、替米佳

（肠溶颗粒）、倍诺林、福欣、铁乐富等为家畜用主要产品；倍诺林、速倍林、安虫清、美喜康、感炎康等为宠物用主要发

产品。 

中兽药是指依据中医药理论、以中药原料药制成用于动物的药品。由于中兽药既可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促进动物生长，

又不会产生危害人体健康的药物残留和耐药性，已逐步受到广大畜禽养殖者的重视，使用比例逐年提高，成为今后兽药企业

研发和生产的重点产品。中兽药及天然植物药物中，黄金康、康替优、康立能、新感康、麻杏石甘口服液、清热止咳、清解

合剂等为畜禽用主要中药制剂。 

预混合饲料指由一种或多种的添加剂原料(或单体)与载体或稀释剂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又称添加剂预混料或预混料,目

的是有利于微量的原料均匀分散于大量的配合饲料中。饲料添加剂是为满足畜禽养殖特殊需要而加入的少量或微量营养性或

非营养性物质。预混合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中，浓缩鱼肝油、爱维安、肝肾宝、维金、维博、乐多先、肾可舒等为畜禽用主要

产品。 

（3）兽用原料药 

兽用原料药是指在药品制造中的任何一种物质或者物质的混合物，且该物质是药品的主要活性成份，在诊治疾病、缓解

症状或预防疾病时该物质具有药理活性，能直接作用于机体的机能或结构，发挥疗效，但无法直接服用的物质。根据不同的

生产工艺，原料药通常可分为动物提取、化学合成、生物发酵和天然萃取四大类原料药，主要产品有妥曲珠利、氟苯尼考、

替米考新、磷酸替米考星、硫酸头孢喹肟、盐酸沃尼妙林等。 

（二）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1、管理模式 

公司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立足于动物健康，坚持打造精品疫苗和兽药。公司强调客户体验，注重为客户提供系统化的

养殖解决方案，致力于助力养殖企业改善养殖指标、提升经济效益。公司持续深化 “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四

化管理，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2、生产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品质领先的发展战略，以增值客户为导向，专注产品和工艺，坚守“品质领先”原则,激发员工潜能，提升

胜任能力，创新驱动，加强精益管理，提升组织效能，保障研、产、销一体化高效运营，提高生产率和经营收益率。 

3、销售服务模式 

公司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为宗旨，树立“高品质+可信赖+专家形象”的全方位销售模式，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

品的同时，提供全面的技术服务和监测服务。近年来，公司从销售商向服务商转型、从治疗型向预防保健和特色治疗转型，

以谋求营销创新式发展。 

公司主要销售有： 

一是大客户直销。大客户是指集团化养殖企业、区域规模化养殖龙头等。在养殖集中度，规模化程度快速提升的过程中，

大型养殖企业与优秀动保企业的合作更加紧密，共生关系愈来愈强，对产品的质量、全方位的动保服务要求越来越高。 

二是经销商网络。我国小规模养殖和散养仍然占据较大比例，针对此类客户，公司采用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经销商一

般接近终端市场，为当地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提供产品支持或动物保健服务。 

三是政府招标采购。为防治重大动物疾病，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相关生物制品的采购。省级兽医站制定年度防疫

计划，报农业部审批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进行省级政府招标。例如在禽流感防控方面，公司的重组禽流

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H5N2 rSD57 株+rFJ56 株，H7N9 rGD76 株）已经正式获得生产批文并将全面参与政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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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采购。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畜牧及动保行业发展情况 

受环保、食品安全等约束性法规和政策的影响，消费需求升级与粗放生产之间的矛盾日愈明显，养殖结构性分化加速，

散养比例显著降低，规模化养殖企业快速扩张，养殖的集中度、集约化、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 

2018年，生猪整体供大于求，产能淘汰加速，生猪出栏成本增加，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生猪及猪肉价格深跌，中国猪业经

受市场低谷与非洲猪瘟疫情双重考验。鸡肉需求变动与猪肉关联性增，白羽肉鸡市场供求关系改变，逐步形成供需紧平衡，

肉鸡市场价格一路震荡上涨，特别是4季度受非洲猪瘟意外因素刺激，市场价格疯狂高涨，且高位运行时间长，鸡苗高点价

格更是刷新历史记录。 

在养殖结构深度调整、动保行业整合加速、大型养殖集团对优秀的动保企业更加青睐的情况下，公司紧紧围绕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打造精品疫苗和药品为原则的战略布局，着重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拓展与大客户的多模式战略合作方

式，助力养殖企业改善养殖指标；通过实施企业变革、加强内部管控、强化利润管理等多种措施，提升公司经济效益。 

2、政策环境 

近年来，兽药行业政策监管日趋严格。农业农村部在制定行业规划与指引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兽药行业监督管理。 

监管方面，2018年，农业农村部在加强兽药和疫苗生产工艺审查和检查的同时，为规范兽药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使用，

规范动物诊疗行业秩序，加强兽药追溯监管，全面提升对兽药滥用及非法兽药管控能力，组织开展了假兽药查处、动物诊疗

行业专项整治、兽药追溯和现场核查专项监督检查等多项活动。 

行业规划与指引方面，2018年，农业农村部引发《2018年兽医工作要点》、《全国家禽H7N9流感防治指导意见（2018—2020

年）》，以提高从养殖到屠宰全链条兽医卫生风险管理水平；发布《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兽用抗菌药兽医临床使用

指导原则》、《兽药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等多个文件的征求意见稿，以规范兽药生产质量管理、减少兽药残留超标

风险。 

3、公司行业地位 

瑞普生物是一家具有原始创新能力，集兽用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中兽药、功能性饲料添加剂等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稳步快速发展，公司产品丰富、结构合理，在行业内已具有良好的品牌

信誉度，是国内少数几家产品覆盖动物疫病预防、诊断、治疗、促生长以及调节免疫机制的兽药企业之一，综合实力位居行

业前列。 

公司秉承“前瞻、创新、正直、分享”的理念，在坚持规范经营的基础上，高度关注行业政策变化及发展趋势，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增值客户”的价值理念，在研发、生产、质控、营销等各业务系统实现前瞻性安排，通过调整管控模式，

变革创新管理、营销和服务模式，提升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及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等方式降低市场波动带来的经

营风险。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及投资并购，有效把握行业变革过程中实现业绩快速增长的机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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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189,866,012.40 1,047,334,488.89 13.61% 969,858,49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978,853.68 104,895,236.66 13.43% 132,782,48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504,372.87 80,519,229.96 24.82% 111,642,02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881,770.06 109,873,523.30 59.17% 207,668,42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41 0.2593 13.42% 0.3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41 0.2593 13.42% 0.3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2% 5.46% 0.56% 7.7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998,445,848.76 2,924,214,309.69 2.54% 2,733,170,73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0,171,830.02 1,951,866,995.79 2.99% 1,903,482,6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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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4,461,347.53 288,691,740.35 293,408,616.33 313,304,30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89,899.87 30,012,841.81 37,442,203.33 13,033,90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086,542.60 26,135,640.99 32,726,503.26 6,555,68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22,309.01 49,134,527.77 45,350,773.81 93,618,777.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8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29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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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2,353.00% 43,132,353 41,695,000 质押 41,695,000 

梁武 境内自然人 0.00% 0 11,634,000 质押 11,634,000 

苏雅拉达来 境内自然人 3,904,026.00% 3,904,026 1,250,000 质押 1,250,000 

鲍恩东 境内自然人 3,228,864.00% 3,228,864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0.00% 0 1,560,000 质押 1,560,000 

周仲华 境内自然人 1,295,826.00% 1,29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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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投

资精英之淡水

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88,365.00% 4,588,365    

蒋国梁 境内自然人 4,050,005.00% 4,050,005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00,077.00% 3,900,0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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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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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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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打造精品疫苗和药品为原则的战略布局，着重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全面拓展与大客户的多模式战略合作方式，助力养殖企业改善养殖指标；通过实施企业变革、加强内部管控、强化利润管理

等多种措施，提升公司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986.60万元，较上年增长13.61%；实现利润总额16,194.92万元，较上年上升1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97.89万元，较上年上升13.43%。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299,844.58万元，归

属于股东的净资产201,017.18万元，资产负债率24.8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488.18万元，公司资产质量良好，

财务状况健康，资金实力较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生产运营 

生产方面，坚持“产品是人品，控制是诚信，质量是生命”的质量理念，不断提升产品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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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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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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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项，新兽药注册证书6项、兽药产品批准文号21项。 

生物制品研发的重要产品如禽流感 DNA 疫苗（H5 亚型，pH5-GD）也是全球获得批准的首个禽病 DNA 疫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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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H5N2 rSD57 株+rFJ56 株，H7N9 rGD76 株）已经获得生产

批文，是继禽流感病毒 H5 亚型灭活疫苗（D7 株+rD8 株）之后的又一个重磅级产品；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TK-MB6 株

+TK-MD8 株）填补了目前商品化猪萎缩性鼻炎疫苗抗原组分单一的技术空白，综合质量优于同类进口疫苗和国内疫苗；重

组新城疫病毒、禽流感病毒（H9 亚型）二联灭活疫苗（A-VII 株+WJ57 株），对目前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流行毒株可产生

优异的免疫保护效果。 

化学药品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宠物药领域推出了多款重要产品。如盐酸贝那普利咀嚼片（贝欣宁），是国内首

款犬猫专用心血管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和预防犬心力衰竭、心肌肥大、高血压，猫慢性肾功能不全，填补了国内宠物心血管

用药的空白，解决了目前国内老龄化宠物的心血管疾病；伊维菌素咀嚼片是国内首内宠物驱虫用咀嚼片，此产品驱虫谱广，

可同时驱体内外寄生虫，此产品的成功开发，方便了宠物驱虫给药的便利性。在其他药品方面，亦有多款新品于报告期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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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如高稳定性复方阿莫西林粉、高含量替米考星肠溶颗粒等。其中，复方阿莫西林粉产品解决了药效成分易降解这一重要

难题，高含量替米考星肠溶颗粒则是当前替米考星制剂中，药效成分含量最高的、耐胃酸肠溶颗粒剂，大大提升了临床应用

效果和治疗价值。在微生态和中药产品方面，报告期内也均有有价值的补充，丰富了公司减抗、限抗产品线，提升了公司在

预防用药方面的竞争力。上述产品均为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和核心竞争力做出了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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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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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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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公司各领域基础能力提升。升级人才梯队培养项目，通过“雏鹰

计划、雄鹰计划、金鹰计划”等培训项目的有效实施，为不同层级员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学习平台，全面提升员工的综合素

质和岗位胜任能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原动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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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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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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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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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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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