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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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日药业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02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蓝武军

商晓梅

办公地址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创业总部基地 B01 号楼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创业总部基地 B01 号楼

电话

022-59623217

022-59623217

电子信箱

lanwujun@chasesun.cn

shangxm_420@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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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82,174,792.94

2,287,734,495.95

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3,775,227.67

350,281,590.72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89,997,587.71

350,780,584.26

-17.33%

-597,781.25

115,899,756.58

-100.52%

0.11

0.12

-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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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5.33%

-0.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9,702,169,824.42

8,426,545,426.47

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74,461,169.24

6,786,376,503.79

2.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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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兴城投资集
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22.22%

667,997,417

姚小青

13.70%

411,815,639

天津大通投资集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9.76%

293,376,722

伍光宁

境内自然人

1.33%

39,906,715

0

吴玢

境内自然人

1.30%

39,100,000

0

曾国壮

境内自然人

1.05%

31,411,887

0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向增发 118 号资
产管理计划

0.87%

26,216,89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0.80%

24,077,793

0

张跃军

境内自然人

0.77%

23,000,000

0

姚晨

境内自然人

0.64%

19,355,614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质押

数量
243,820,162

308,861,729
0 质押

293,309,500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公司股东张跃军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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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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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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指示精神，迅速响应，复工复产，发挥企业高科技大健
康产业集群优势，全产业链抗击疫情。据统计，公司已向1000余家定点收治医院供应和捐赠血必净注射液，直接参与救治新
冠肺炎患者约2万人，充分体现了公司的企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报告期内，公司各单元坚持“情怀武装思想、数据诠释管理”
的指导思想，各项经营计划顺利推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8,217.48万元，同比增长21.61%；实现利润总额40,151.14万元，
同比下降0.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377.52万元，同比下降1.86%。
配方颗粒业务持续开展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制定及质量控制的研究与申报工作，积极参与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研
究。此外，不断夯实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中药配方颗粒关键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职能。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
“精益生产项目”主题推广、两个有效机制、三个巡逻完善、三个文化活动支撑、一个全面项目管理的“一二三三一”管理主线，
加强信息化建设为手段，打造多品种、小批量、多基地协同的生产运行管理模式，实现计划精准、调度有力、生产有序的管
理格局，有效形成了产销联动，促进生产高效，低成本生产运行，有效保证了产品供应。配方颗粒国家标准转化验证工作与
全品种溯源项目有序开展。重庆康仁堂、河南康仁堂配方颗粒建设项目已完成基地建设，并已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佛
慈红日、湖北辰美配方颗粒建设项目受疫情影响有所延期，目前已调整计划确保年度计划按期完成。配方颗粒销售业务在复
工复产之后，坚持传统模式传统渠道、学术\运营系统支持、新渠道新工具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汇集资源，快速突破。
上半年，血必净注射液被列入工信部疫情防控物资目录，作为中医和西医治疗方案共同推荐的中成药，被连续纳入国家
试行第四、五、六、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同时被列入国家“三药三方”，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公司通过提高数据运营管控能力保障血必净注射液成本稳定、产量稳定。同时，重点关注新品落地，盐酸莫西沙星氯
化钠注射液、伊班膦酸钠注射液、复方电解质注射液通过现场核查，取得生产批件。
医疗器械实现收入大幅增长。报告期内超思电子销售订单创历史新高，开发国外新客户200余家，全球电商平台收入大
幅增加；取得4个国内注册证共11款产品，海外取得2个CE注册证共5款产品，丰富了产品线；供应链系统积极努力，通过工
厂规模、增加生产线等措施提升产能，有力支撑销售业务开展。医疗器械配送业务持续推进全国布局，报告期内西藏正康围
绕核心战略调整以及模式调整，深挖终端市场需求，结合终端需求精心打造个性化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智慧医疗整体解决
方案提供商。
原辅料市场受疫情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报告期内，展望药业搭建辅料互联网平台平稳运行，通过信息的沟通，快
速解决业务问题，完成数据沉淀，提升管理效能。万泰辅料重点围绕提高市场占有率，客户数量有所增长。紧抓客户的同时
发展技术创新，完成了“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水分散体”CDE平台的申报工作。亿诺瑞位于重点疫情区域，上半
年克服疫情困难按期完成了原材料采购任务，并开拓国外粗品资源，增加国外销售订单。完成达肝素钠小试研究和总结，已
建立（巴西）海外粗品肝素钠资源采购渠道并进行相关实验研究。
医疗健康服务持续升级“全疗程”中医健康服务模式与立体化中医生价值转换平台。天津红康云持续拓展与公立医院合
作，已达成合作70余家。皮科专科项目合作已完成一期APP开发上线，完成模式设计及培训体系搭建，并组建专业讲师团队，
累计完成60余场次线上培训教学，为医生注册人数的增长及平台订单总额的稳步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报告期内，平台医生
注册总数超3万人，目前医珍堂连锁已建和在建门店达1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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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1）新收入准则的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进行了修订。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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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露，并按规定调整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
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2020年1月1日
52,618,986.23
-52,618,986.23
预收款项
52,618,986.23
52,618,986.23
合同负债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185,624,816.77
预收款项

调整金额
-185,624,816.77
185,624,816.77

合同负债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截止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无其他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2020年1月1日
185,624,8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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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通过投资新设立4家二级子公司。详见报告“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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