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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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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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

上年同期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1,318,141.76

740,707,835.43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5,878,487.07

185,310,020.02

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3,391,625.83

175,203,495.04

-29.57%

57,306,775.89

257,033,105.25

-7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2.2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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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2,160,879.08

12,168,488,611.79

-4.65%

8,305,675,568.40

8,719,021,932.15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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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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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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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00,961.33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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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72.03
13,013,752.22
-752,564.50
72,486,86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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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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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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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35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2%

296,26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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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29,016,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25,200,000

其他

2.59%

20,698,935

其他

0.39%

3,125,039

其他

0.37%

3,000,015

境内自然人

0.22%

1,759,175

其他

0.21%

1,671,412

其他

0.15%

1,22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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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医疗健康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贺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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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质押或冻结情况

售条件的 股份
股份数量 状态

质押

数量

22,1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296,268,687 人民币普通股

296,268,687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0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25,800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6,00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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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698,935 人民币普通股

20,698,935

3,125,039 人民币普通股

3,125,039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15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15

贺亚辉

1,759,175 人民币普通股

1,759,175

1,671,412 人民币普通股

1,671,412

1,223,694 人民币普通股

1,223,69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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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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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和李坦，李锂和李坦为夫妻关系，单宇和李坦为兄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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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中，贺亚辉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59,1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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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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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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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

应收票据

11,898,520.00

5,672,318.20

预付账款

128,816,986.46

97,828,760.75

31.68% 报告期内母公司预付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71,954,510.34

52,459,518.53

37.16%

其他流动资产

109.76%

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母公司计提银行存款利息以及报告期初应收利息

432,671,426.21 1,068,812,662.11

尚未到期所致

-59.52% 报告期内母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报告期内子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投入增

开发支出

4,638,905.32

短期借款

-

2,684,611.84

72.80%

加所致

5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母公司出口押汇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1,946,140.00

3,231,170.00

-39.77% 报告期远期结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收益所致

益的金融负债
报告期内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应付银行承兑汇

应付票据

-

185,179.26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1,196,899.94

59,164,416.30

应交税费

56,656,286.58

37,453,414.05

40,697.43

27,131.61

专项应付款
库存股

票到期承付所致

-30.37% 报告期内母公司期初年终奖、双薪及年假工资结算所致
51.27% 报告期内母公司应交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子公司深圳市朋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房屋维修专

589,093,595.06 116,097,462.28

50.00%

项基金增加所致

407.41% 报告期内公司回购股份所致

利润表项目变动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销售费用

7,296,781.08

3,533,835.87

106.48%

管理费用

112,015,250.91

70,492,348.17

58.90%

-7,942,191.50

-32,928,895.51

财务费用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将Cytovance Biologics, Inc销售费用纳入合并范围
以及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母公司中介机构费增加以及将Cytovance Biologics,
Inc管理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75.88% 报告期内母公司定期存款减少带来利息收入相应减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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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link USA Inc.为收购Cytovance Biologics, Inc新增银行贷
款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子公司SPL Acquisition Corp.计提存货减值准备所

资产减值损失

3,125,777.0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85,030.00

-391,000.00

96080062.83

9,898,733.33

870.63%

营业外收入

1,215,580.01

2,132,685.41

-43.00% 报告期内母公司政府补助摊销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74,981.60

28,267.27

519.03%

所得税费用

33,760,946.87

49,195,519.73

-31.37%

少数股东损益

-3,809,385.81

5,667.50 55052.66%

致
报告期远期结汇交易产生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母公司处置Prometic Life Sciences Inc.股票取得收
益所致

报告期内母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以及子公司成都
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支付税收滞纳金所致
报告期内子公司Hepalink USA Inc亏损去年同期盈利导致所
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子公司山东瑞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
-375,611.59 -914.18%

业有限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306,775.89 257,033,105.25

-77.70%

627,765,758.830 201,386,793.83

211.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Inc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于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幅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偿还债

-570,255,386.25 167,771,172.41 -439.9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报告期母公司粗品采购付款增加以及将Cytovance Biologics,

报告期内收回投资及收到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幅远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变动原因

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以及母公司回购股票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远

114,094,065.094 625,959,818.40

-81.77%

大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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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9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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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员工持股计划于2015年9月19日已完成股票购买，共计7,956,1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锁定期自2014年9月23日至2015年9月22日，存续期自2014年7月28日至2016年7月27日。报
告期内，该员工持股计划共计出售7,800,000股，出售均价29.28元/股，尚剩余156,128股未出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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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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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0,000美元），同时以500万美元自有资金购买有限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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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1,405,170.00美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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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495万元人民币。
4、2015年8月27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人民币10亿元额度内推出公司股份回购方案
的议案》，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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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以
及2015年9月8日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2015年10月8日，公司根据上述决议进行首次回购，详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细内容参见2015年10月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的《关于首次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2016年3月28日，回购期限结束，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共计20,698,9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9%，最高成交价格为30.16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25.0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588,916,896.15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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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实施情况的公告》。回购股
份已于2016年4月7日注销，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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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5、2015年8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新药基金的议案》，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8
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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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设立新药基金的公告》。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1,785万元人民币。
6、 2015年10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10
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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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对外投资的公告》》。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美国海普瑞对OncoQuest Inc.完成100万
美元投资（累计投资金额1,000万美元），并就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合同》，详细内容参见刊登于2016年3
月5日和2016年3月17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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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7、公司正在进行基础工程建设的坪山生物医药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报告期内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桩基施工及桩基检测，
部分建筑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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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6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参与投资设立医疗基
金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2,000万美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海普瑞增资，用于参与投资设立ORI Healthcare Fund, L.P.。
报告期内，香港海普瑞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453,393.86美元。
9、报告期内，公司出售持有的ProMetic Life Sciences Inc.股份650万股，交易均价为2.851加元/股，详细内容参见
刊登于2016年3月30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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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参与投资设立医
疗基金的公告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 01 月 23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1-23/1201935573.PDF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2016 年 01 月 27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1-27/1201943187.PDF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03 月 05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3-05/1202023762.PDF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03 月 17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3-17/1202051519.PDF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实施情况的公告 2016 年 03 月 30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3-30/1202099434.PDF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03 月 30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3-30/1202099433.PDF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6 年 04 月 0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4-09/1202155667.PDF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股改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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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深圳市乐仁

一、在本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公

科技有限公

司保证不自营或以合资、合作等方式经营任

司;乌鲁木

何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本公

报告期内，

司现有的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2010 年 04

承诺人严

公司以及其他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亦不会 月 23 日

格履行了

公司;乌鲁

经营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

上述承诺

木齐金田土

二、如今后公司或子公司深圳市多普生生物

股权投资合

技术有限公司因依据深府［1988］232 号文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齐飞来石股
所作承诺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权投资有限

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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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

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被税务机关撤消而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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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深圳市乐仁

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以自有资金 2000

科技有限公 减持承诺 万元人民币增持公司股份，并承诺在增持实
施期间、法定期限内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

司

2015 年 11
月6日

6 个月

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不适用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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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0.00%

至

20.00%

24,757.07

至

33,009.43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7,507.86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将 Cytovance Biologics, Inc.纳入合并
范围，以及投资收益增加；同时公司管理费用和财务费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用增加共同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计入权益的累计

报告期内购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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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

入金额

出金额

来源
自有

股票

467,742,768.01 -134,891,811.30

495,930,629.48

基金

122,806,926.84

-12,499,181.32 30,148,791.80

合计

590,549,694.85 -154,217,555.16

8,391,790.87

82,415,931.33

955,281,606.62

48,185,108.55

110,307,745.52

资金
自有

-19,325,743.86

资金

483,431,448.16 30,148,791.80 8,391,790.87 130,601,039.88 1,065,589,352.14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1-11/1201905090.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1-11/1201905091.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1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1-22/1201933593.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1-22/1201934362.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2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2-29/1202006861.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3-10/1202034583.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3-16/1202049270.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3-17/1202053735.PDF?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3-24/1202073143.PDF?www.cninfo.com.cn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锂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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