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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1                    证券简称：昌红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2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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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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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芬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沙湖社区锦龙大道

3 号昌红科技 1 层至 3 层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沙湖社区锦龙大道

3 号昌红科技 1 层至 3 层 

电话 0755-89785568-885 0755-8978556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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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6,309,660.35 334,582,290.85 5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430,897.26 30,756,041.70 2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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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9,976,565.51 23,680,516.63 27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957,929.98 84,508,805.11 -1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58 0.0612 236.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58 0.0612 236.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4% 3.45%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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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062,433.36 1,056,841,780.16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6,379,024.89 868,176,746.71 12.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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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焕昌及其一致

行动人 
境内自然人 42.24% 212,258,000 158,996,625 质押 152,287,700 

华守夫 境内自然人 4.61% 23,187,500 17,390,625 质押 5,300,000 

徐燕平 境内自然人 4.54% 22,825,000 17,118,750 质押 10,56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医

疗保健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1% 12,620,160    

深圳德威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威资本优盛

私募基金 

其他 2.45% 12,329,900    

陈菊平 境内自然人 1.91% 9,590,200    

刘焱 境内自然人 1.90% 9,555,609    

黄小敏 境内自然人 0.92% 4,633,000    

徐进 境内自然人 0.84% 4,233,150    

刘涛 境内自然人 0.60% 3,00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焕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212,25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2.24%。其中，李焕昌

持有公司股份 211,995,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2.19%；李焕昌之妻王国红持有公司股份

26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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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公司股东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威资本优盛私募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5,745,400 股，其通过天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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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4,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329,900 股。 

2. 公司股东陈菊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其通过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590,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590,200 股。 

3. 公司股东刘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00,000 股，其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555,609 股，实际合计持有 9,555,609

股。 

4. 公司股东徐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6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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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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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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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蔓延，对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对全球

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处于医疗器械产业突破的重要阶段，在持续聚焦医疗器械及耗材与精密制造协同

发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业务结构，与客户携手并进为抗击疫情尽企业之责。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630.9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4.3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343.0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6.29%。 

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口罩（疫情期间新增产品）、核酸检测试剂盒等

疫情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实现较大增长，其中：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报告期收入7,691.60万元；口罩报告

期收入11,731.82万元。但办公自动化（OA）设备生产领域因复工、物流、供应链等因素导致销售收入比

去年同期减少2,968.61万元，下降幅度为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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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重点工作主要如下： 

（一）发力医疗器械及耗材板块 

1．厚积薄发，彰显领先优势 

公司凭借一流品质、快速响应能力以及卓越的成本控制能力，已花费多年时间并率先打入欧美大客户

的全球供应链中，并获得客户的青睐和信任；由于国际医疗客户早已有意将产能转移至国内，且受全球疫

情影响，海外供应链出现中断或担心此类事件发生，加速了国际医疗客户的产能转移进程，由于公司前面

数年的铺垫，以及为客户提供出色的“定制化、非标化”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报告期内相

关客户需求量加大，并不断承接各个下游客户不同领域、不同设备的高值高质耗材的需求，以“一站式”的

成熟技术供应不同客户，因此，报告期内ODM业务量实现较大增长。 

2．关键时期向疫情防护产品倾斜，为社会尽一份力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爆发以来，为了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并保障供应，公司医疗

板块均提前复工复产，立即成立特殊时期交付团队，紧急开拓新的原材料供应商，并将技术、质量人员派

驻生产现场，在提升产能、保证内测时间、满足交付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 

①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报告期内，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国内外需求大增。该产品已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力因于2019年成

功研发，并于2019年8月份完成备案，亦获得相关出口资质。通过开发新的供应商解决材料供应不足等问

题，实现生产自动化，大幅度提升产能，全力满足客户的需求。 

②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2020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柏明胜完成了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注册证；同时，该产品取得国际认证

机构SGS出具检测合格报告，并取得英国MHRA认可，具备欧盟CE资质，表明了柏明胜生产的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符合欧盟相关要求，已经具备欧盟市场的准入条件，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国际市场品牌，对公司

未来的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严峻形势，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在保障客户及市场现有订单交付的基础上，公司于2月初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向湖北等疫

情重灾区捐赠人民币100万元现金，专项用于支持武汉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尽一份

力。 

（二）塑料模具及产品制造板块：精耕细作，提质增效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办公自动化（OA）设备生产领域因复工、物流、供应链等因素导致增速

有所放缓。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疫情影响，继续强化资源共享、协同增效，全面落地精细化管理，从“降

费用、降成本、提效率”等方面入手，降本增效成果显著，较好的控制了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品质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在日本、美国等规范市场上拥有较高的企业知名度

和美誉度，现已成为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方面与主要大客户

建立起长期、稳定、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着全球疫情的好转，公司该板块业务正陆续步入常态化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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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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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