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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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541,260,399.31 13,189,413,531.98 14,211,473,944.00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5,836,073,649.51 7,580,397,982.60 7,927,339,495.26 -26.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23,690,7

14.25 

738,229,008

.91 

721,469,457

.15 
55.75% 

3,332,009,3

86.88 

1,788,269,6

21.98 

1,868,188,1

95.43 
7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06,706,175

.00 

45,112,627.

57 

78,602,888.

85 
162.98% 

450,883,299

.07 

52,562,719.

94 

82,889,507.

66 
44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96,017,347

.45 

49,070,398.

73 

81,954,565.

66 
139.18% 

429,585,489

.98 

45,253,666.

50 

72,280,107.

23 
49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365,389,675

.36 

-214,538,96

2.56 

-232,300,02

9.49 
257.29% 

494,255,748

.01 

-387,469,29

9.92 

-464,206,5

93.50 
20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7 0.0362 0.063 163.02% 0.3615 0.0421 0.0665 443.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7 0.0362 0.063 163.02% 0.3615 0.0421 0.0665 44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60% 0.21% 0.56% 6.18% 0.67% 1.02% 5.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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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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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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0,727.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63,157.6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6,500.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90,202.41  

合计 21,297,8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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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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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光伟 境内自然人 0.69% 8,654,100 0   

黄镇 境内自然人 0.68% 8,500,000 0   

应一城 境内自然人 0.38% 4,689,08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0% 3,700,9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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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591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6% 3,296,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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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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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光伟 8,654,100 人民币普通股 8,654,100 

黄镇 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0 

应一城 4,689,086 人民币普通股 4,689,0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城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00,925 人民币普通股 3,700,925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资 59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96,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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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黄光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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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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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应一城通过国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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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4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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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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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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72,117,010.84 3,597,128,234.63 -34.06% 报告期内母公司支付部分多普乐股权收购

款12.24亿元所致 

 其他应收款 235,653,956.87 375,111,510.85 -37.18% 报告期内母公司收到到期定期存款的利息

1.34亿元所致 

 长期应收款 6,413,640.17 2,529,274.60 153.58% 报告期内孙公司SPL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65,717,491.67 621,440,389.73 -41.15% 报告期内母公司对RVX的长期股权投资按

照权益法核算确认投资损失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7,468,211.60 187,288,194.45 53.49% 报告期内孙公司深圳天道因业务规模增长

导致采购增加，进而导致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62,163,186.70 70,181,022.14 131.06% 报告期内孙公司赛湾生物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08,900,914.54 31,040,540.12 250.83% 报告期内母公司及孙公司深圳天道因利润

总额增加计提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398,006,155.20 252,719,705.59 453.18% 报告期内母公司增加未支付多普乐股权收

购款12.00亿元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027,025,577.04 1,577,762,267.59 -34.91% 报告期内子公司美国海普瑞及孙公司深圳

天道到期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907,119.10 2,933,348.74 -34.98% 报告期内孙公司SPL和赛湾生物支付预提

的费用所致 

 长期借款 1,472,642,746.08 831,819,445.60 77.04% 报告期内母公司及孙公司SPL长期借款增

加所致 

 递延收益 29,574,859.60 42,344,909.20 -30.16% 报告期内母公司退回政府补助及子公司深

圳君圣泰的递延收益结转至营业外收入所

致 

 资本公积 2,147,908,689.56 4,550,075,084.56 -52.79% 报告期内母公司溢价收购多普乐冲减资本

公积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45,528,444.81 229,456,893.23 -36.58% 报告期内母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失增加以及因人民币贬值导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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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332,009,386.88 1,868,188,195.43 78.36% 报告期内母公司的肝素钠原料药的销量和

销售单价上涨、孙公司SPL的胰酶原料药的

销量和销售单价上涨以及孙公司深圳天道

及其子公司依诺制剂的销量和销售单价上

涨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2,019,706,086.22 1,313,069,041.93 53.82% 报告期内母公司的肝素钠原料药的销量和

销售单位成本上涨、孙公司SPL的胰酶原料

药的销量增加以及孙公司深圳天道及其子

公司依诺制剂的销量和销售单位成本上涨

共同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189,076,617.66 73,192,717.56 158.33% 报告期内孙公司深圳天道及其子公司市场

推广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16,546,165.76 67,521,505.52 72.61% 报告期内子公司君圣泰以及孙公司深圳天

道的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037,943.91 66,030,264.56 -77.23% 报告期内母公司短期借款利息增加、利息收

入减少以及人民币贬值导致内部往来款产

生汇兑收益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21,330,727.05 14,161,619.72 50.62% 报告期内母公司及子公司君圣泰的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87,693,804.55 1,436,834.40 -13163.01% 报告期内母公司及子公司美国海普瑞权益

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和子公司枫海

资本的投资收益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6,987,616.08 100.00% 去年同期货币交叉掉期平仓结算结转公允

价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18,064.09 867,055.21 -86.38% 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530,617,038.80 86,028,737.60 516.79% 报告期内销售毛利增加、财务费用减少带来

的利润增加部分被增加的销售费用和投资

损失抵销共同所致 

营业外收入 7,133,506.61 1,123,145.70 535.14%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违约收入及其他杂项收

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7,785.36 2,049,480.91 -91.81% 报告期内母公司未发生延期滞纳金所致 

利润总额 537,582,760.05 85,102,402.39 531.69%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8,635,809.02 10,465,069.56 938.08%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428,946,951.03 74,637,332.83 474.71%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及所得税增加共同

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1,936,348.04 -8,252,174.83 165.83%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84,130,321.69 -165,860,440.59 49.28% 报告期内人民币贬值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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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净额 额增加所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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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4,255,748.01 -464,206,593.50 206.47% 报告期内销售同比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9,670,052.63 -521,034,254.59 203.18% 报告期内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以及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购建

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综合影响导

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6,024,145.61 517,085,085.69 -134.04% 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支付的现金大于向

银行借款收到的现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42,272,277.90 -13,379,674.44 415.94% 报告期内人民币贬值而去年同期人民币升

值导致汇兑收益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219,166,172.33 -481,535,436.84 -153.18%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入净额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金额增加，以及投资

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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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999美元，同时收到TPG分红815,037美元。截至本公告日，

已累计支付21,623,6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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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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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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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万元人民币。截至

本公告日，已累计支付21,342.3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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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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收到投资付款通知。截至本

公告日，已累计支付8,925万人民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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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投资款1,163,362.11美元。截止本公告日，已累计支付25,741,815.88

美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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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投资付款通知，实际支付

1,499,075美元。截至本公告日，已累计支付27,380,576.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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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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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议案》，经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多普乐方案改为现金方式收购，多普乐已

于2018年4月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根据收购协议，多普乐于第三季度开始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详细内容参见2018年4月4日及2018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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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9、 2018年2月1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Aridis设立合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认缴出资600万美元现金或等值货币，与Aridis在中国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详细内容参见2018

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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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Aridis设立合资子公司的公告》。2018年8月，海普瑞与Aridis对合资子公司瑞迪生物增资，

详细内容参见2018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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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产品授权暨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10、 2018年6月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持有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海通”）85%的股权转让给盘谷晨宸（上海）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详细内容参见2018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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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成都海通已完成

工商登记变更，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详细内容参见2018.0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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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

让的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6 月 07 日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

ex.html?62db85c3-9e6c-4c83-a312-c6c988011650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02 日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

ex.html?883baa31-e171-4060-b7f6-6dc7e577f344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14 日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

ex.html?85863785-d423-43e3-876e-525c5380f5bc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产品授权暨对控股

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

ex.html?6199b130-95ae-4124-9f25-ee1a36c65a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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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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深圳市乐仁科技

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飞来石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金田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李锂；

李坦；单宇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1、在本公司作为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在本人作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期间/在本人作

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

本公司/本人保证不自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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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有竞争的业务。2、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

意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

损失。 

2010 年 04 月

23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

诺 

深圳市乐仁科技

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金田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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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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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今后

公司因以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

据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

教育费附加事宜被税务机

关追缴而产生额外税项和

2010 年 04 月

23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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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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乐仁科技

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金田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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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04 月

23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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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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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49.25% 至 398.7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9,000 至 65,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133.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海普瑞和 SPL 肝素原料药销售量上升和销售价格上涨带来毛利增加；2、

SPL 胰酶原料药销售增长；3、2018 年海普瑞收购多普乐纳入合并范围带

来净利润增加，但同时抵消了海普瑞肝素原料药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利润；4、

按照权益法合并 Resverlogix 的投资导致投资损失增加；5、由于人民币贬

值带来和内部往来有关的汇兑收益增加。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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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股票 89,790,912.41 -168,779,934.32 66,579,018.94  4,000,302.16 6,867,365.68 156,369,931.35 
自有

资金 

基金 330,875,056.56 5,166,742.47 -17,047,504.13 57,217,020.99 1,806,820.35 3,587,094.51 313,827,552.43 
自有

资金 

合计 420,665,968.97 -163,613,191.85 49,531,514.81 57,217,020.99 5,807,122.51 10,454,460.19 470,197,48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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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 15,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7,550 11,550 0 

合计 32,550 26,5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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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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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7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7-25/12052282

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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