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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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23,118,395.29 798,062,177.39 959,291,558.46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7,033,390.57 41,988,171.45 68,850,444.57 63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710,525.69 36,618,514.59 62,580,858.12 -8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180,573.42 -48,225,972.78 -76,542,880.09 -8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65 0.0337 0.0552 636.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65 0.0337 0.0552 636.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0% 0.56% 0.88%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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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3,223,483.47 
13,655,079,889.3

5 

13,655,079,889.3

5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13,929,643.44 6,068,025,668.64 6,068,025,668.64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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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437,121.09 

持有君圣泰股权比例下降，对其

核算由成本法转权益法而确认

的一次性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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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6,4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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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6,436,6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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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3,040.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611,617.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810.18  

合计 496,322,86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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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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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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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5,118,035 0   

#深圳德威资本 其他 0.72% 8,919,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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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威资本优

盛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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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 4,908,402 0   

刘桂波 境内自然人 0.36% 4,47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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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8,035 人民币普通股 15,118,035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威资本优盛私募基金 
8,9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8,9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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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8,402 人民币普通股 4,908,402 

刘桂波 4,472,865 人民币普通股 4,47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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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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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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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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80,300,092.57 2,121,745,382.45 -39.66% 
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和支付投

资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9,373,757.70  -- 
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79,215,975.24 -100.00% 

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6,850,503.66 366,908,620.97 -49.07% 报告期内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604,576,638.19 -100.00% 
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1,132,230,071.26 467,291,507.14 142.30% 

报告期内丧失对君圣泰的控制

权，对剩余股权由成本法转为权

益法核算，并按照丧失控制权日

公允价值调整剩余股权价值。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76,059,939.37  -- 
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70,642,721.53   -- 
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开发支出 346,608.84 15,376,337.08 -97.75%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减少君圣泰，

转出君圣泰的开发支出的余额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82,249,772.40 128,119,602.66 -35.80% 
报告期内发放上年度年终奖金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234,558.72 485,009,829.14 -98.51% 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615,426.89 3,992,408.40 -34.49% 

报告期内母公司经主管税局核准

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39,576,899.12 60,962,696.54 -35.08% 
报告期内孙公司天道医药的研发

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06,377,729.98 81,017,684.73 31.30% 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减少、利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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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增加以及汇兑损失增加共同导

致 

其他收益 3,816,442.03 7,403,894.58 -48.45%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515,826,217.23 -9,449,376.32 5558.84% 

报告期内丧失君圣泰控制权、对

其由成本法转权益法核算而确认

的一次性投资收益，以及报告期

内对RVX等公司股权按照权益

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损失增加共同

导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013,061.75  -- 
报告期内Prometic股票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营业利润 580,555,945.28 100,527,234.39 477.51% 
主要为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493,097.48 1,461,063.16 -66.25% 
报告期内孙公司SPL的杂项收入

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580,828,899.53 101,978,841.49 469.56%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280,120.91 30,617,586.13 181.80% 

报告期内丧失君圣泰控制权取得

的投资收益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

所致 

净利润 494,548,778.62 71,361,255.36 593.02%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033,390.57 68,850,444.57 636.43% 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2,484,611.95 2,510,810.79 -597.23% 
主要为减少了多普乐少数股东损

益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180,573.42 -76,542,880.09 -80.53%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12,740.75 -65,701,463.87 -51.61% 

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

加的金额大于投资收回的现金同

比增加的金额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869,140.67 125,145,232.83 -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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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6,051,105.36 -9,565,708.94 36.74% 

报告期内人民币升值，但升值的

幅度小于上年同期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7,713,560.20 -26,664,820.07 -3041.64%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减少，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减少和筹资活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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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净额减少共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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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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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普瑞使用不超过2.5亿元的自

有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深圳枫海资本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支付

20,943.17万元人民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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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支付3,745.25万美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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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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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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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迪生物于2019年1月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出的变更（备案）通知书，瑞迪生物的注册资本由11,760,000美元变更为14,117,647美元，变更前后公

司和Aridis的认缴出资比例不变。详细内容参见2019年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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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6、2018年7月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上述议案经2018年7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2018年12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证监许可[2018]723号）。2019

年1月，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海普

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号）。详细内容参

见2019年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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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

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8〕723号），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

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 

为增强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节约公司的财务成本，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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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深圳高新投”）签署协议，其为本次公司债券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锂作为保证人向深圳高新投提供反担保。同时，公司与深圳高新投签署《反担保抵押合同》，反担保范

围为《担保协议书》项下应由公司承担的全部债务及《反担保抵押合同》项下由深圳高新投垫付的其他费

用，反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公司用于抵押的财产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持有的部分不

动产（产权证编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67966号、深房地字第4000457007号、深房地字第4000432648

号）。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4月22日，公司完成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证券简

称“19海普瑞”，证券代码“114455”，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债券的发行期间为2019年4月19日至2019

年4月22日，实际募集资金7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5.5%。 

8、2018年8月2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架构调整方案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直接持有的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君圣

泰”）的股权转让给HighTideTherapeutics(HongKong)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君圣泰”），并同意公司以人

民币7,900万元对开曼君圣泰增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暨放

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同意开曼君圣泰进行总额为1,300万美元的B-1轮股权融资，公司放弃对开曼君圣

泰的同比例优先认购权。2019年1月，公司向香港君圣泰转让所持的深圳君圣泰股权、向开曼君圣泰增资

事项已完成必要的审批备案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收到开曼君圣泰发出的股份证书。此外，开曼君圣泰

B-1轮股权融资的交易对方已经完成缴款。详细内容参见2019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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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调

整及对外融资的进展公告》。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开曼君圣泰持股比例为48.74%，不再将开曼君圣泰及

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9、员工持股计划 

2018年12月1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该议案经2018年12月28日召开的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期员工持股计划已

于2019年2月1日完成股票购买，共计3,886,2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1%，锁定期为2019年2月2日

至2020年2月1日，存续期自2018年12月28日至2020年12月27日。详细内容参见201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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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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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卖出5,500,000股，剩余15,118,035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 Aridis 设立合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2018-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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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

网 

2019 年 01 月 05 日 
2019-001《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

告》，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2018 年 07 月 10 日 
2018-057《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7 月 26 日 2018-066《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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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1 月 26 日 

2019-003《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批复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4 月 23 日 
2019-018《关于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变更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架构调整方案 

2018 年 08 月 29 日 

2018-073《关于变更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方案的公告》，巨

潮资讯网 

2018 年 09 月 26 日 
2018-079《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暨放

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1 月 18 日 
2019-002《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

及对外融资的进展公告》，巨潮资讯网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 

2018 年 12 月 11 日 
2018-093《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摘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1 月 29 日 
2019-004《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

股票购买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2 月 02 日 
2019-005《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

股票购买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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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锂；李坦；

单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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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多普乐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

于 19,060.00

万元、

2018 年 02 月

11 日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履行中，

2018 年度业

绩承诺已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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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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0.00 万

元和

34,080.00 万

元；若多普乐

未实现上述

承诺的净利

润，则承诺方

分别以其在

本次交易中

所取得的对

价为限承担

业绩补偿义

务，并就前述

补偿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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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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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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同意

承担给公司

造成的全部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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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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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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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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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520,

235.34 
-5,922,308.23 27,079,369.26 107,497,373.02 

11,415,546.

78 

2,423,626.7

4 

1,111,599,6

04.60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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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709,479,84

2.97 
-1,937,774.19 -44,219,004.21 31,082,992.84   

665,260,838

.76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79,215,975.24    
79,215,975.

24 
其他 

合计 
1,794,000,

078.31 
-7,860,082.42 62,076,340.29 138,580,365.86 

11,415,546.

78 

2,423,626.7

4 

1,856,076,4

1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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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1

9-01-11/1205766208.pdf 

2019 年 02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1

9-03-01/1205870993.pdf 

2019 年 03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1

9-03-07/1205884522.pdf 

2019 年 03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1

9-03-15/1205901690.pdf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锂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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