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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9                            证券简称：瑞普生物                           公告编号：2021-130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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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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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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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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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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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07,903.59 924,328,191.06 1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3,585,329.13 147,297,150.64 3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79,532,070.84 132,426,561.02 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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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098,138.94 110,001,441.60 1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27 0.3729 37.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27 0.3729 3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2% 6.6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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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7,407,251.61 3,899,241,446.97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03,155,805.14 2,455,572,468.33 1.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0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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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守军 境内自然人 41.42% 167,474,479 125,605,859 质押 34,500,000 

梁武 境内自然人 5.87% 23,716,89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94% 11,905,838 0   

鲍恩东 境内自然人 2.76% 11,165,454 8,374,090   

苏雅拉达来 境内自然人 2.71% 10,977,595 10,514,683 质押 1,000,000 

李旭东 境内自然人 2.10% 8,495,41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3% 7,800,686 0   

上海磐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

耀通享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6,742,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45% 5,843,12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5,45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海磐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耀通享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梁武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公告》

(2020-15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磐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耀通享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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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6,742,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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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070.79 万元，同比增长 12.59%。其中，家禽业务实现收入 66,668.52万元，同比增

长 2.72%；家畜业务实现收入 22,993.99 万元，同比增长 70.88%；宠物业务实现收入 1,774.23 万元，同比增长 43.34%；原

料药业务实现收入 11,477.27 万元，同比增长 1.3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5,343.44 万元，同比增长 27.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58.53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8.21%。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408,740.73 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 250,315.58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1.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909.81 万元，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财务状况健康。公司收入增长

主要得益于家畜业务走强、规模客户销量的导入，以及渠道覆盖率的不断提升；利润增长主要受益于收入规模的长期稳健增

长以及实施组织变革、精细化管理带来的运营效率提升。 

1、家禽业务保持优势，大客户粘性持续提升 

2021 年上半年，养殖成本持续高涨，家禽养殖景气度仍处低位。家禽是公司的传统优势业务，近年来综合市场占有率

保持行业领先，目前已形成“公司+产品”品牌双驱动格局。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为大客户提供精细化生物安全综合防控

方案，持续开拓大客户，提升存量客户粘性，带动家禽集团客户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近 10%。例如，公司实施孵化厅 BEST 行

动方案，从生物安全、免疫设备维护、疫苗储运科学使用管理、雏鸡质量检查跟踪四个维度，共服务鸡群 10 亿羽，降低了

1 日龄喷雾免疫不规范造成的副反应概率和漏免率，帮助养殖场大幅实现降本增效。 

2、家畜业务表现强劲，优质服务高效覆盖 

公司持续为规模养殖客户提供从生物安全防护、科学治疗、养殖精细化管理等一站式差异化解决方案，满足大客户在不

同养殖区域的需求，增加存量客户忠诚度，新增集团客户数量取得突破性增长。同时，公司继续扩张县级渠道覆盖率，持续

赋能经销商转型升级。公司作为动保领域头部企业，家畜业务针对超过 20 个病种，拥有超过 60 款动保产品。公司旗下丰富

的产品线，聚焦了养殖客户不同的诉求与偏好。公司深耕细分市场和产品，以产品作为广度，以效果作为深度，打造出多元

化产品组合。公司现已形成 5 款不同定位的特色家畜产品组合，包括药品、疫苗、饲料添加剂和原料，在聚焦养殖户差异化

需求之时，为其提供更多的方案选择，形成一个完备且良性的生态产品矩阵，满足客户的多维度需求，带动家畜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约 71%，其中家畜药品收入同比增长 98%，家畜疫苗收入同比增长 40%，家畜集团客户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60%。 

3、持续完善产品矩阵，精准切入宠物赛道 

公司凭借国内最完善的宠物医药产品矩阵，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产品质量，公司在抗细菌、抗支原体、抗病毒、循环系统、

消炎镇痛、抗寄生虫、手术麻醉、洗消及营养保健等 9 种疾病领域已拥有超过 20 款品类，覆盖 8 种剂型的宠物医药产品。

报告期公司又获得狂犬病灭活疫苗（Flury LEP 株）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该产品具有免疫原性好、效价滴度高、副反应低

等特点。公司在犬、猫常见传染病的防治联苗及宠物驱虫产品领域亦有研发管线储备。同时，公司携手瑞派宠物医院，精准

切入宠物赛道，围绕内科、心脏科、麻醉科等重点学科，结合宠物医生的用药需求，重点推广扶倍宁、安立消、干扰素等产

品，加强与宠物医生和宠物主的互动，实现产品渠道协同发展，以上举措带动宠物药品收入同比增长约 70%。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军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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