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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7-08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普瑞 股票代码 0023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步海华 白琼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电话 0755-26980311 0755-26980311 

电子信箱 stock@hepalink.com stock@hepalin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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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40,613.07 1,189,867,733.24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50,092.37 260,992,610.64 -9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16,732.23 189,026,055.72 -10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930,337.36 122,858,048.85 -24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21 -9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21 -9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3.1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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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777,131,182.69 12,913,585,939.92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19,598,797.58 7,971,187,456.58 -5.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8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01% 474,02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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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 408,04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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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46,425,600 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3% 40,320,000 0 质押 32,980,00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5% 20,618,0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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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3% 10,361,3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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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8% 9,682,223 0   

黄镇 境内自然人 0.64% 8,000,000 0   

黄光伟 境内自然人 0.52% 6,500,0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

托－长安投资 650 号长丰 1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9% 4,892,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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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宇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参加份额为 38.88%。

黄光伟和黄镇为叔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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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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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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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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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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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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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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6 海普瑞 112473 2021 年 11 月 08 日 100,000 3.19%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0.25% 37.36% 2.8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9 11.76 -82.2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按照公司“攀新高、走新路”发展战略和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公司控制生产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建立新型供应商管理模式体系，启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程序，加快完善肝素产业链步伐。持

续开展研发和投资业务，积极推进引进新药品种相关工作。但是，由于肝素粗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报告

期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 

1、肝素全产业链的建设 

（1）肝素原料药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优化生产作业时间，改进设备和操作程序，努力提高生

产效率，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建立流程与信息技术、业务控制、组织建设等功能模块，为供应链打造基于

流程/组织/信息技术的新型供应商管理模式体系；合理安排订单和发货，保持与主要客户良好合作关系。 

（2）上游肝素粗品建设。报告期内，山东瑞盛取得环保竣工验收批文，正式开始小规模生产，对粗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品生产优化工艺进行中试；成都深瑞完成肝素工艺优化，肝素收率正在稳步提升，肠衣生产折率逐步降低。 

（3）下游肝素制剂经营。报告期内，成都海通实施精细化营销，重构价格体系，主要品种销售价格

提升，“海普天”牌肝素钠注射液入选成都市地方名优产品推进目录，正在申报成都市著名商标和四川省

著名商标；同时，公司关联方天道医药依诺肝素制剂已获得欧盟药政批准，且2016年度海普瑞与天道医药

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当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6.43%。根据公司上市时实际控制人做出的承诺，公司已于2017

年4月28日停牌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多普乐的100%股权；完成收购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从肝素原料药业务

延伸到下游低分子肝素制剂业务。 

2、新业务领域 

（1）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各类研发项目六项，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五项，已完成二项。 

（2）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胰岛新生多肽新药正在与加拿大实验室

合作，利用人体胰岛及胰腺细胞评估其促进胰岛新生及分化的作用；治疗慢性肝病的小分子新药在澳大利

亚的开展的I期临床试验已经完成给药，尚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3）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Kymab Group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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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并取得股权证书。公司计划引进的新药品

种RVX-208的欧洲III期临床顺利进展，已在台湾入组病人4例，近期获得美国FDA的批准将美国患者纳入III

期临床试验中。控股子公司深圳昂瑞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治疗胰腺癌的抗体品种正在进行I期临床前的

准备工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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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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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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