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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普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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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9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步海华

白琼

电话

0755-26980311

0755-26980311

传真

0755-86142889

0755-86142889

电子信箱

stock@hepalink.com

stock@hepalink.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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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03,414,975.23

911,141,605.10

3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078,635.47

110,030,490.76

1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3,934,393.36

108,050,935.35

14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3,443,355.79

198,423,177.09

10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4

1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4

1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1.37%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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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9,799,391.38

9,930,354,306.16

2.51%

8,387,278,098.28

8,269,794,222.86

1.42%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99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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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4%

295,562,100

0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87%

255,025,800

0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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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汇
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7,956,128

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申
万菱信汇成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8%

7,827,55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其他
金

0.35%

2,775,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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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7%

2,149,968

0

黄鑫

境内自然人

0.15%

1,193,000

0

吴敏

境内自然人

0.11%

882,197

0

22,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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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中，黄鑫通过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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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吴敏通过
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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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39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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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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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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公司加强与SPL的商务和市场协同，大力拓展肝素原
料药市场，稳步释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产能，同时严格控制经营成本，实现了收入和净利润的快速增长。
此外，公司积极加大对相关医药产业领域的投资，实施和完成多个投资项目，为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341.50万元，同比增加32.08%；营业成本77,421.31万元，同比增
长 11.71%；期间费用合计 8,740.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66.08万元；研发投入2,888.67万元，同比减
少42.8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27,785.04万元。
报告期内各项业务进展情况如下：
1、肝素全产业链建设
（1）肝素原料药业务。公司精心组织肝素粗品原料采购和生产计划安排，有效保证了肝素原料药的
稳产和增收，保证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同时，积极与SPL进行商务和市场的协同整合，扩大了相关客
户的采购量和提高了市场份额；大力支持SPL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保证了SPL肝素业务完成上半年经营目
标。
（2）上游肝素粗品业务。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积极实施环保工艺改造工程，已于七月底获得四
川省环保部门环评批复，正在推进复产所需的其他条件的达成，以尽快重新投入生产；山东瑞盛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工艺设备的调试与完善和开展建设工程验收相关工作，完成土建综合验收。
（3）下游肝素制剂业务。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努力扩充并完善销售组织，开展自建销售队伍工
作，大力进行市场拓展并取得较好成绩，新增客户30多家，主要经营品种肝素钠注射液超额完成上半年销
售计划。
2、研发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各类研发项目十多项，完成研发项目五项，各完成项目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新申
请发明专利二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支持临床I期研究的临床前研究、相关原料
药和制剂开发；完成新一个耳鼻喉科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和欧盟CE注册，以及包括之前完成的三个耳鼻喉
科医疗器械产在内的四个产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注册。
3、市场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国外客户及国内药政审计八次，审计结果全部合格；继续实施老客户维护和新客
户开发并重的市场策略，新客户开发数量和老客户保留率达到预期目标。
4、内部管理
根据公司业务流程优化和组织体系建设的要求，开展并完成了相关业务领域的信息化系统建设和推
广，如研发体系报表分析系统、山东瑞盛供应链管理系统等；启动了公司沟通协作平台、生产物料控制系
统报表分析、质量保证数据追踪等项目建设。
5、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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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加大在相关医药产业的投资，截至本公告日，已经完成的投资包括：公司与北京
枫海资本管理中心共同投资设立了医药产业并购基金；完成对Resverlogix Corp.投资；通过全资子公司
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参与CDH Avatar,L.P.的投资；通过全资子公司Hepalink USA Inc.对Cytovance
Biologics Inc.的收购和对Rapid Micro Biosystems, Inc.的投资。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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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在本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对深圳市返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增资后股权比例占54%，
故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锂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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