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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孔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孔芸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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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9,549,464,315.08

8,271,379,204.50

15.45%

8,134,932,977.26

7,986,056,392.22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523,698,923.89

85.27%

1,434,840,528.99

16.70%

114,051,103.59

176.06%

224,081,594.35

-23.15%

113,151,748.14

194.60%

221,202,683.49

-23.19%

721,110,135.47

7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180.00%

0.2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180.00%

0.28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0.89%

2.78%

-0.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35,154.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37,323.6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1,293,773.63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400.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2,930.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7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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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878,910.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75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4% 295,562,1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7% 255,025,8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29,016,000

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25,200,000

0

其他

0.99%

7,956,128

7,956,128

其他

0.62%

5,000,000

0

境内自然人

0.40%

3,213,200

0

其他

0.31%

2,499,942

0

其他

0.30%

2,384,097

0

其他

0.26%

2,045,798

0

业（有限合伙）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宏信证券—光大银行—宏信证券多
赢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彭坤尧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质押

22,1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295,5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295,56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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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宏信证券—光大银行—宏信证券多
赢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彭坤尧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卜湘晖

255,0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25,800

29,0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6,000

2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0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3,21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3,200

2,499,942 人民币普通股

2,499,942

2,384,097 人民币普通股

2,384,097

2,045,798 人民币普通股

2,045,798

1,890,02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020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合
伙人）为李锂和李坦，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锂，乌鲁木齐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和李坦，李锂和李坦为夫妻关
系，单宇和李坦为兄妹关系，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单宇参加了此计划。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彭坤尧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13,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13,200 股；股东卜湘晖通过招商证券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90,02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890,02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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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为 1,457,992.00 元，比年初增长了
131.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远期结汇约定交割汇率与期末银行远期报价汇率差价变大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为 357,040,289.77 元，比年初增长了 82.1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购 SPL，
将其应收账款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母公司本季度销售收入较去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应收利息为 23,249,244.07 元，比年初下降了 81.5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利息
到期结算所致。
4.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为 11,973,944.08 元，比年初下降了 62.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出
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5.报告期末，存货为 949,352,967.84 元，比年初增长了 40.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购 SPL，
将其存货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6.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为 0 元，比年初减少 1,000,000.00 元，主要原因是：年初持
有的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7.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为 688,777,903.76 元，比年初增长了 1,277.5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
买理财产品所致。
8.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 456,282,688.11 元，比年初增长了 77.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该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9.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为 672,382,371.36 元，比年初增长了 66.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购 SPL，
将其固定资产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0.报告期末，在建工程为 220,177,126.01 元，比年初增长了 67.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购
SPL，将其在建工程纳入合并范围以及子公司朋和置业和山东瑞盛工程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开发支出为 1,077,621.91 元，比年初增长了 112.2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12.报告期末，商誉为 1,153,152,030.46 元，年初数为 0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购 SPL，收购
成本大于收购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所致。
13.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32,909,462.85 元，比年初增长了 771.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
购 SPL，将其递延所得税资产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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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为 477,274,812.31 元，年初数为 0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美国海
普瑞向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借款以及收购 SPL，将其短期借款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5.报告期末，预收款项为 2,252,737.21 元，比年初增长了 59.1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购 SPL，
将其预收款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6.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为 7,892,977.88 元，比年初减少了 67.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海
普瑞 2013 年期末计提的年终奖金以及报告期收购 SPL，将其应付职工薪酬纳入合并范围所致所致。
17.报告期末，应付利息为 8,343,768.31 元，年初数为 0 元，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美国海普瑞向招商
银行纽约分行贷款计提应付利息所致。
18.报告期末，长期借款为 538,959,000.00 元，年初数为 0 元，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美国海普瑞向招
商银行纽约分行贷款所致。
19.报告期末，预计负债为 3,367,564.72 元，年初数为 0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购 SPL，将其预
计负债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0.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135,391,692.31 元，比年初增长了 262.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收购 SPL 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所
致。
21.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为 63,049,105.52 元，比年初增长了 82.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收购 SPL 将其其他非流动负债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2.报告期末，其他综合收益为 327,889,456.40 元，比年初增长了 101.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6,350,005.05 元，比上年同期数下降 46.92%，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税基减少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为 9,171,030.26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83.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收购 SPL 公司，将其销售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管理费用为 234,400,402.76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 63.3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收购 SPL 的并购费用增加以及将 SPL 的管理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828,567.00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 123.23%，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远期结汇交易产生收益增加所致。
5.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为 465,206.63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 214.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理
财产品到期产生收益增加所致。
6.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为 2,809,121.92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35.6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政府补助收入减少所致。
7.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为 677,353.55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 76.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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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 SPL，将其营业外支出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母公司发生对外捐赠支出所致。
8.年初至报告期末，少数股东损益为-1,598,048.33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1,439,652.30 元，主要原
因是：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21,110,135.47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73.2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原材料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82,146,116.11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1,886,560,054.00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购买 SPL 股权的现金所致。
3. 年 初至 报告 期末 ，筹资 活 动产 生的 现金 流量净 额为 57,543,861.45 元 ， 比上 年同 期数 增加
610,830,395.55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4.年初至报告期末，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为-6,125,617.03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5,689,201.55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5.年初至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报告期发生数为-1,409,617,736.22 元，比上年同期
数减少 976,521,399.98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购 SPL 和分配股利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为了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2014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展 2014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合资格的境内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进行远期外汇交
易，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合计不超过 10,000 万美元。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 2014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额度的批准，报告期内，已完成交
割及尚未到交割时间的远期外汇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方向

委托日期

卖出美元

2014.05.27

卖出美元

交易金额(美元)

约定交割时间

约定交割汇率

交易对象

1,000,000.00

2014.07.31

6.2580

招行

2014.05.27

2,000,000.00

2014.08.29

6.2720

中信

卖出美元

2014.05.27

2,000,000.00

2014.08.29

6.2735

招行

卖出美元

2014.05.28

1,870,000.00

2014.08.29

6.2810

招行

卖出美元

2014.06.17

1,000,000.00

2014.08.29

6.2500

工行

卖出美元

2014.06.17

1,000,000.00

2014.08.29

6.2555

工行

卖出美元

2014.06.17

1,000,000.00

2014.09.30

6.2610

中信

卖出美元

2014.06.24

1,000,000.00

2014.10.31

6.2630

工行

卖出美元

2014.06.25

1,870,000.00

2014.11.28

6.2770

工行

卖出美元

2014.06.25

2,000,000.00

2014.11.28

6.2807

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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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美元

2014.06.25

4,000,000.00

2014.11.28

6.2810

招行

卖出美元

2014.06.25

1,000,000.00

2014.12.31

6.2830

中信

卖出美元

2014.06.25

5,000,000.00

2015.01.30

6.2895

招行

2.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员工借款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的议案》
，并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经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员工持股计划已
完成，共计购买 7,956,128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2014-060；公告名称：
《关于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

2014 年 09 月 23 日

告》
；公告刊登媒体：
《证券时报》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4-058；公告名称：
《关于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公告》
；

2014 年 08 月 28 日

公告刊登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

公告编号：2014-048；公告名称：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
2014 年 07 月 28 日

告刊登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4-045；公告名称：
《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摘要》
；公告刊登媒

2014 年 07 月 10 日

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股改承诺

承诺方
不适用

承诺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中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时间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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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股东深
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田土科技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飞来石科技有限公司承
诺：1、在本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
公司保证不自营或以合资、合作等方式经营
任何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本
公司现有的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及其他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亦不会
经营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2、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承担给公司造
公司股东 成的全部损失。
（二）关于税收事项的承诺:1、
深圳市乐 公司股东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仁科技有 金田土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如今后公司或子
限公司、 公司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依据
乌鲁木齐 深府［1988］232 号文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金田土股 被税务机关撤消而产生的额外税项和费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权投资合 时，将及时、无条件、全额返还公司或深圳
伙企业

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补缴的税款以及

（有限合 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2、公司股东深
伙）和乌 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金田土科技

报告期
内，承诺
人严格履
行了上述
承诺。

鲁木齐飞 有限公司承诺：如今后公司因以实际缴纳的
来石股权 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缴纳城市维
投资有限 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事宜被税务机关追缴
公司

而产生额外税项和费用时，将及时、无条件、
全额返还公司补缴的税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
所有相关费用。
（三）关于住房公积金事项的
承诺:公司股东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深
圳市金田土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如今后公司
或子公司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
上市前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事宜被要求补缴
住房公积金、缴纳罚款或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时，将及时、无条件、全额返还公司或深圳
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由此遭受的一切
损失。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如有）

是
无

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15.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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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26,973.46

间（万元）

至

36,493.5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733.48

报告期内，公司将SPL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加；但同时支付收购SPL的中介机构费用，导致管理费用大幅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期初持股 期初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账面 报告期损 会计核算 股份来
成本（元）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值（元） 益（元）

科目

源
根据雇
主养老

基金

BMBQX BMBQX

22,200,3

金计划

33,622,8 7,288,20

51.21

77.11

提取的

8.92

养老金
购买
22,200,3

合计

51.21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

--

33,622,8 7,288,20
77.11

8.92

--

--

2014 年 08 月 28 日

2014 年 09 月 24 日

公司收购的 SPL 于 2004 年 2 月 10 日经其董事会审议后开始启动雇主养老金计划，并于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根据《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2014 年 SPL 可用于投资的养老金金额为 90.7 万美元，分五
次提取后交由雇主养老金计划进行投资管理。报告期内，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雇主养老金计划累计投资
，市场公允
账户余额为 2,633.47 万元人民币（428.03 万美元，根据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人民币汇率计算）
价值为 3,362.29 万元人民币（546.49 万美元，根据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人民币汇率计算）。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9,999,999 美元参与认购 Prometic Life Sciences Inc.增发的
48,147,053 股股票，占增发后总股本的 10.02%，获配的股票自 PLI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零一天不出
售不转让。公司购买成本为人民币 62,160,000.00 元，截止到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394,122,688.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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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
》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
》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的相关修订要
求，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类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核算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
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在利润表中，应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两类：
（1）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
的项目；
（2）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后续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根据此规定，公司将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原列入“资本公积”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重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并进行
了追溯调整，调整事项对 2013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表：
调整后金额(元)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将“其他综合收
益”作为会计报表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
列示

资本公积

调整前金额(元)
5,487,170,726.29

-165,093,159.12

5,322,077,567.17

-

163,034,465.71

163,034,465.71

-2,058,693.41

2,058,693.41

-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调整数（元）

调整事项对 2013 年度母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表：
调整后金额(元)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将“其他综合收
益”作为会计报表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
列示

资本公积

调整前金额(元)

调整数（元）

5,493,328,592.10

-165,093,159.12

5,328,235,432.98

其他综合收益

-

165,093,159.12

165,093,159.1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0

0

-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三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 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
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
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职工薪酬、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
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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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锂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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