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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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0,707,835.43

312,624,951.37

1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310,020.02

70,985,141.09

161.05%

175,203,495.04

69,927,084.88

150.55%

257,033,105.25

140,766,096.16

8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09

1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09

1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0.8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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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0,369,584,374.50

9,930,354,306.16

4.42%

8,525,608,303.90

8,269,794,222.86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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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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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9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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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8,733.33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7,826.22
1,788,253.34
99,461.48
10,106,52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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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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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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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
36.94%

295,562,100

0

31.87%

255,025,800

0

3.63%

29,016,000

0

3.15%

25,200,000

0 质押

其他

0.99%

7,956,128

0

其他

0.98%

7,862,554

0

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 其他

0.34%

2,686,212

0

人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有限合伙）

人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企业（有限合伙）

人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司

人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申万
菱信汇成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2,1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券投资基金
张恩华

境内自然人

0.23%

1,874,714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823,902

0

其他

0.21%

1,675,697

0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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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295,5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562,100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

255,0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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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

29,0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6,000

2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0

7,956,128 人民币普通股

7,956,128

7,862,554 人民币普通股

7,862,554

2,686,212 人民币普通股

2,686,212

张恩华

1,874,714 人民币普通股

1,874,71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23,902 人民币普通股

1,823,902

1,675,697 人民币普通股

1,675,697

企业（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申万
菱信汇成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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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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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水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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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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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0元，年初数为
391,000.00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所持有的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到期全部交割所致。
(2) 应收票据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8,156,016.00元，比年初增长了33.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子公司成都海通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 应收账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508,197,948.93元，比年初增长了32.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母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相应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4) 应收利息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99,129,063.68元,比年初增长了63.5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应收利息尚未到期结算所致。
(5) 其他应收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4,940,585.14元，比年初增长了90.7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母公司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6) 在建工程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53,496,143.53元，比年初减少了36.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子公司山东瑞盛工程建设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7) 开发支出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779,744.93元，比年初增长了56.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母公司及子公司君圣泰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8) 短期借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5,912,945.00元，比年初增长了1,515.93%，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子公司SPL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 预收款项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487,540.85元，比年初数减少了58.95%，主要原因是：子公司
成都海通2014年年末预收客户货款结转收入以及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10) 应付职工薪酬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20,185,532.66元，比年初数减少了55.88%，主要原因是：
2014年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报告期内已发放所致。
(11) 应交税费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58,556,430.25元，比年初增加371.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公司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 营业收入报告期发生数为740,707,835.4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36.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
6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营业收入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 营业成本报告期发生数为472,569,595.5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86.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合并
SPL公司，将其营业成本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 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发生数为4,517,507.18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684.7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免抵额增加所致。
(4) 销售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3,533,835.87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267.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
公司成都海通销售费用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销售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5) 管理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70,492,348.17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125.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合并
SPL公司，将其管理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6) 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32,928,895.51元，上年同期数-59,306,452.67元，本期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26,377,557.16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美国海普瑞银行借款费用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财务
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7) 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数为9,898,733.3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2,199.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
公司收到TPG发放股利所致。
(8)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发生数为2,132,685.41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42.6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
司政府补助摊销增加所致
(9) 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49,195,519.7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83.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
公司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所得税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发生数为185,310,020.02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61.05%，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司收入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利润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现金流量项目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257,033,105.25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82.60%，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合并SPL公司，将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201,386,793.83元，上年同期数-645,725.13元，本期
较上年同期增加202,032,518.96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投资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167,771,172.4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894.55%，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SPL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报告期发生数为625,959,818.40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333.54%，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理财产品到期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纳入合并范围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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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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约24,484.87万元（含利息收入，因受利息收入波动影
响，具体金额已转出时实际金额为准），并于议案通过后执行，实际转出金额为24,493.05万元（利息收入
波动影响）。
2、2015年3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决
定设立深圳市德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康投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德康投资与北京鑫羊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格兰德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共同成立北京枫海资本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以下简称“枫海资本”），枫海资本认缴出资总额250万元。待枫海资本成立
后，再由该枫海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海普瑞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成立“深圳枫海资本并购基金（有限合
伙）”，截至本公告日，德康投资、枫海资本及深圳枫海均已完成工商登记，公司已披露该事项进展公告，
详细内容参见 2015 年 4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3、2015年4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CDH
Avatar,L.P.进行投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普瑞”）作为B
类有限合伙人使用150万美元自有资金参与CDH Avatar,L.P. （以下简称“CDH”）的投资，截至本公告日，
香港海普瑞已完成该项投资，公司已披露该事项进展公告，详细内容参见 2015 年 4 月 17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CDH Avatar,L.P.进行投资的进展公告》。
4、2014年1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CANTEX进行投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 Hepalink USA Inc.（以下简称“美国海普瑞”）使用 3,000 万
美元自有资金分两期购买 Cantex Pharmaceuticals, Inc.（以下简称“Cantex”）新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截至
本公告日，第二期投资已完成，公司已披露该事项进展公告，详细内容参见 2015 年 4 月 23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CANTEX进行投资的完成公告》。
5 、 2014 年 11 月 3 日 ，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公 司 使 用 自 有 资 金 对 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IV, L.P.进行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7,358,389美元自有资金对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IV, L.P.进行投资（份额16,150,000美元），同时以500万美元自有资金购买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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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TPG Holdings I, L.P.和TPG Holdings II, L.P.认缴TPG的500万美元份额。共计投资22,358,389美元。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按照TPG投资付款通知，已完成支付投资3,450,918.00美元，同时收到TPG分红879,236美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2015-017 ；公告披露网站：巨

2015 年 04 月 14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CDH
Avatar,L.P.进行投资的进展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18 ；公告披露网站：巨

2015 年 04 月 17 日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19 ；公告披露网站：巨

2015 年 04 月 23 日

CANTEX 进行投资的完成公告

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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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承诺方

承诺内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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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飞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来石股权投资有限
诺

公司;乌鲁木齐金田
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竞争的业务。二、1、如今后公司或子
报告期

公司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
依据深府［1988］232 号文享受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被税务机关撤消而产生的额外
税项和费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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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04
月 23 日

内，承诺
人严格履
行了上述
承诺

司补缴的税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
关费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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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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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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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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20.00%

至

170.00%

24,206.71

至

29,708.2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03.05

（万元）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和毛利率上升，同时将 SPL Acquisition Corp.纳入合并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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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元）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值（元） 益（元）

科目

股份来源
根据全资
子公司

基金

BMBQX BMBQX

22,200,35

SPL 雇主

36,075,38 1,524,700

1.21

8.03

养老金计

.23

划提取的
养老金购
买

合计

22,200,3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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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6,075,38 1,524,700
8.03

.23

--

--

2014 年 08 月 28 日

2014 年 09 月 24 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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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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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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购买成本折合
人民币62,160,000.00元，截止到2015年3月31日，公允价值变动金额507,599,746.99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锂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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