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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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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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

上年同期

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55,637,144.25

671,318,141.76

671,318,141.76

-3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81,261.64

195,878,487.07

195,878,487.07

-106.17%

-11,313,061.39

123,391,625.83

123,391,625.83

-109.17%

-63,050,808.58

57,306,775.89

57,306,775.89

-21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7

0.1571

0.1571

-106.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7

0.1571

0.1571

-106.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2.27%

2.27%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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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

上年度末

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调整后

调整后

12,968,090,059.55

12,913,585,939.92

12,913,585,939.92

0.42%

7,998,675,995.22

7,971,187,456.58

7,971,187,456.58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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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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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04,056.11
1,774,2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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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6,8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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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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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511,107.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2,689.14

合计

-768,20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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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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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2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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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1%

474,029,899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72%

408,041,28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46,425,6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40,320,000

其他

1.65%

20,618,035

其他

0.83%

10,361,341

其他

0.71%

8,916,811

黄镇

境内自然人

0.55%

6,832,566

黄光伟

境内自然人

0.53%

6,570,066

其他

0.35%

4,35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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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稳健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聚鑫
弘扬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安达优势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32,98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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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474,029,899 人民币普通股

474,029,899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8,041,280 人民币普通股

408,041,280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4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425,60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0,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20,00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0,618,035 人民币普通股

20,618,0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61,341 人民币普通股

10,361,341

8,916,811 人民币普通股

8,916,811

黄镇

6,832,566 人民币普通股

6,832,566

黄光伟

6,570,066 人民币普通股

6,570,06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59,636 人民币普通股

4,359,63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聚鑫弘扬 5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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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单宇先生参与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加份额为 3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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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832,56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黄光伟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570,0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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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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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预付账款

本报告期末

451,671.85

本报告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13,401,716.08 -96.63% 报告期内母公司花旗银行货币交叉掉期业务平仓所致

194,952,194.51 114,790,275.44

69.83% 报告期内母公司预付原料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7,689,237.36

20,824,697.53 129.00% 报告期内子公司SPL预缴税费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462,891.25

35,207,392.3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0.00

51.85%

报告期母公司及子公司成都深瑞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所致

6,414,100.00 -100.00% 报告期内母公司远期结汇业务平仓所致

应付票据

445,340.53

应付账款

129,149,418.56

70,869,580.63

82.24%

预收款项

53,777,187.19

39,918,929.43

34.72% 报告期内子公司赛湾生物及SPL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7,702,400.63

其他流动负债

4,602,158.95

1,979,063.88

132.54% 报告期内子公司SPL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11,804,108.62

7,983,199.35

47.86% 报告期子公司赛湾生物应付设备租赁费导致

长期应付款

2,077,729.27 -78.57% 报告期内子公司成都海通应付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所致

23,257,834.51 -66.88%

报告期内子公司山东瑞盛应付原料款增加以及子公司
SPL应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母公司第一季度较上年第四季度利润总额减
少导致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变动原因
项目

营业收入
税金及附加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455,637,144.25 671,318,141.76 -32.13% 报告期内母公司收入减少所致
2,960,391.78
12,330,288.65
282,491.71
-6,535,944.23
493,581.11

5,594,650.29 -47.09%

报告期内经主管税局核准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7,942,191.50 255.25% 报告期内母公司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3,125,777.02 -90.96% 报告期内子公司SPL存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1,285,030.00 -608.62% 报告期内货币交叉掉期平仓结算结转公允价值所致
96,080,062.83 -99.49% 报告期内未出售股票实现投资收益所致

-24,687,451.26 224,789,449.72 -110.98% 报告期内毛利减少，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3,253,698.33

1,215,580.01 167.67%

报告期内子公司君圣泰收到政府补贴收入增加以及递
延收益摊销增加所致

-21,451,443.63 225,830,048.13 -109.50% 报告期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6,904,167.24

33,760,946.87 -120.45% 报告期母公司利润总额减少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12,081,261.64 195,878,487.07 -106.17%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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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2,466,014.7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809,385.81

35.26%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39,569,799.51 -136,228,718.04 129.0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收益而去年同期产生损失所致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302,161.57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报告期内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同比减少导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63,050,808.58

57,306,775.89 -210.02% 入减少，较购买原材料同比减少导致的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的减少幅度更大所致

-339,025,043.35 627,765,758.83 -154.01%

报告期内，投资收回的资金同比减少且投资金所支付
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母公司及子公司美国海普瑞向银行借款收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304,398.16 -570,255,386.25

94.51%

到的现金增加；同时偿还银行借款支付的现金增加，
以及去年同期回购股票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支出增加
共同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150,661.47

-723,083.38 -197.43%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435,530,911.56 114,094,065.09 -481.73%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共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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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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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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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702.00美元，截至本公告日，已累计
支付19,808,57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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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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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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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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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000.00元
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日，已累计支付196,913,458.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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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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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万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日，已累计支付4,165万人民币。
4、2016年6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V, L.P. 投 资 的 议 案 》 ， 同 意 使 用 6,000 万 美 元 自 有 资 金 参 与 投 资 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V, L.P.。详细容参见2016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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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V, L.P.投资的公告》。2016年8月底，该投资事项已取得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员
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关于该项对外投资事项的备案和核准通
知书。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1,737,812.00美元，截至本公告日，已累计支付
7,607,297美元。
5、2016年7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花旗银行进行交叉货币
掉期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花旗银行进行美元与人民币交叉货币掉期交易对美国海普瑞美元贷款业务
进行套期保值。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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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花旗银行进行交叉货币掉期交易的公告》。截
至本公告日，该笔交叉货币掉期交易已完成平仓。详细内容参见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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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花旗银行
交叉货币掉期交易平仓的公告》。
6、2016年9月2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
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5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增加对香港海普瑞的投资，
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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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截
至本公告日，该项增资尚未完成。
7、2016年11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Hepalink USA Inc.
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折合人民币5亿元增加对美国海普瑞的投资，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11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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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资子公司Hepalink USA Inc.增资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该项增资尚未完成。
8、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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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并于2016年12月12日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期员
工持股计划已于2017年3月9日完成股票购买，共计20,618,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5%，参与该
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共229人，包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监事
（不含外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锁定期自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存续期自2016
年12月12日至2019年12月11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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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ORI Healthcare Fund, L.P.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香港海普瑞决定对新元医疗基金追加投
资2,000万美元。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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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对ORI Healthcare Fund, L.P.追加
投资的公告》。报告期内，香港海普瑞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3,239,913.63美元，截至本公告日，
已累计支付14,657,553.97美元。
10、2016年11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香港海普瑞以自有资金3,650万美元认购 Kymab Group Limited发行的C类优先股
8,487,385股，投资款分两期等额缴付。详细内容参见2016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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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香港海普瑞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第一期投资款1,825万美元，取得Kymab发行的
C类优先股4,243,692股及股权证书。详细内容参见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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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
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参与投资设立
医疗基金的公告

披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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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的公告

2016 年 06 月 17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6-17/1202371512.PDF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07 月 2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7-29/1202514124.PDF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ORI Healthcare Fund,
L.P.追加投资的公告

2016 年 09 月 21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9-21/1202710289.PDF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6 年 11 月 1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11-19/1202835912.PDF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投资的公告

2016 年 12 月 14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12-14/1202873591.PDF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2017 年 03 月 30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7-03-30/12032249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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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V, L.P.

2016 年 06 月 17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6-17/1202371510.PDF

投资的公告
关于公司与花旗银行进行交叉货币掉期
交易的公告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07 月 0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7-09/1202460752.PDF
2016 年 07 月 2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7-29/1202514123.PDF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V, L.P.

2016 年 08 月 2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8-29/1202630461.PDF

投资的进展公告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2016 年 09 月 20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09-21/1202710288.PDF

2016 年 11 月 1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11-19/1202835913.PDF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6 年 11 月 19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11-19/1202835912.PDF

关于对外投资的完成公告

2016 年 12 月 22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6-12-22/1202923724.PDF

关于公司与花旗银行交叉货币掉期交易
平仓的公告

2017 年 03 月 30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7-03-30/1203224977.PDF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2017 年 01 月 12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7-01-12/1203008123.PDF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2017 年 02 月 11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7-02-11/1203076078.PDF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的公告

2017 年 03 月 11 日 http://disclosure.szse.cn/finalpage/2017-03-11/1203148764.PDF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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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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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深圳市乐仁
科技有限公

1、在本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关于同业 在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在

司；乌鲁木齐 竞争、关 本人作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本

报告期内，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飞来石股权

联交易、 公司/本人保证不自营或以合资、合作 2010 年 04

承诺人严

时所作承诺

投资有限公

资金占用 等方式经营任何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 月 23 日

格履行了

司；乌鲁木齐 方面的承 有竞争的业务，本公司现有的或将来
金田土股权
投资合伙企

诺

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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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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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

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

伙）；李锂；

2、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承担

李坦；单宇

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1、如今后公司或子公司深圳市多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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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乐仁

时，将及时、无条件、全额返还公司

科技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
金田土股权

其他承诺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或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补

报告期内，

缴的税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 2010 年 04

承诺人严

费用。2、如今后公司因以实际缴纳的 月 23 日

格履行了

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缴纳

上述承诺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事宜被

伙）

税务机关追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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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乐仁

如今后公司或子公司深圳市多普生生

科技有限公

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上市前执行住房公

司；乌鲁木齐

积金政策事宜被要求补缴住房公积

投资合伙企

2010 年 04
其他承诺 金、缴纳罚款或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时，
月 23 日
将及时、无条件、全额返还公司或深

业（有限合

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由此遭

伙）

受的一切损失。

金田土股权

报告期内，
承诺人严
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

1、在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与深圳
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低
分子肝素制剂获得美国 FDA 或欧盟
EDQM 的药政注册，并被批准上市实
现正式的商业销售，同时一个会计年

李锂；李坦

其他承诺

度内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达到公司当期

报告期内，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五后，承 2010 年 04

承诺人严

诺人同意在取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月 23 日

格履行了

会批准并履行相关的政府审批程序

上述承诺

后，将所持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与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作价注入公
司。2、如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同意
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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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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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不适用

步的工作计划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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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0%

至

-70.00%

0

至

7,829.78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6,099.26
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导致营业收入减少，同时原料采购价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格上涨导致毛利率降低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股票

267,643,799.71 50,852,190.35 431,429,829.25

基金

172,104,569.82

-82,175.06

-21,052,358.35

-5,631,980.64

7,769,735.44

报告期内购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入金额

出金额

益

合计

439,748,369.53 45,138,034.65 418,147,206.34

资金来源

82,415,931.33 699,073,628.96 自有资金

3,738,171.83

151,052,211.47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
工具

期末金额

7,318,063.59 7,318,063.59

451,671.85 自有资金

3,738,171.83 7,318,063.59 89,733,994.92 850,577,5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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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2017 年 03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3-23/1203188890.PDF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锂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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