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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制药”、“发行人”、“公司”

或“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及有关事项的

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21 年 2 月 5 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募集说明书》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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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概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中文简称：普利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3099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85,000.00 万元（850.00 万张）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85,000.00 万元（850.00 万张）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1 年 3 月 8 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1 年 2 月 9 日至 2027 年 2 月 8 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至 2027 年 2 月 8

日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

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本次可转债主体（普利制

药）信用评级为 AA-，债券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证鹏

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后，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

份有限公司将进行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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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06 号”文同意注册，海南普

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制药”、“发行人”、“公司”或“本公

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85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 100.00 元，发行总额 85,000.00 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85,00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

商包销。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8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 年 3 月 8 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普利转债”，债券代码“123099”。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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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ainan Poly Pharm. Co., 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普利制药 

股票代码：300630 

注册资本：43,698.927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范敏华 

董事会秘书：周茂 

注册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 

办公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571127 

互联网网址：www.hnpoly.com 

电子信箱：securities@hnpoly.com 

联系电话：0898-66661090 

联系传真：0898-65710369 

经营范围：兴办工厂，西药原料药、中间体和制剂、中成药、药用辅料的研

发、生产、销售，卫生及医药信息服务。 

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来股权结构变化

情况 

（一）2017 年 3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5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529,405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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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共计募集资金 350,782,863.45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24,000,000.00 元后的

募集资金为 326,782,863.45 元，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汇入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保荐费、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2,430,000.00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14,352,863.4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天健会计师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71 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

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7]199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普利制药”，股票代码“300630”，本次

公开发行的 30,529,405 股股票将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起上市交易。 

（二）2018 年 5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2,117,62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 

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实施了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本由 122,117,620

股变更为 183,176,430 股。 

（三）2019 年 6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83,176,43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实施了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本由 183,176,430

股变更为 274,764,645 股。 

（四）2020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314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203,100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9.97 元，共计募集资金 551,909,907.00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1,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40,909,907.00 元，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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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0 日和 2020 年 4 月 13 日分别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

律师费、审计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957,547.17 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39,952,359.8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

72 号）。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274,764,64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9,203,100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283,967,74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74,248,275 27.02 83,451,375 29.39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00,516,370 72.98 200,516,370 70.61 

股份总数 274,764,645 100.00 283,967,745 100.00 

（五）2020 年 7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4,764,64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5 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

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9,203,100 股，根据“现金分红总

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了调整，调整

后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321750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实施了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本由 283,967,745

股变更为 435,088,279 股。 

（六）2020 年 10 月，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

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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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8 日作为授予日，向 16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01,000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总股本由 435,088,279 股变更为 436,989,279 股。 

（七）2021 年 1 月，授予限制性股票 

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4 日作为授予日，向 1 名激励对象授予 40,000 股

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436,989,279 股变更为 437,029,279 股。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436,989,279 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票种类或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一）国有法人持股 2,554,902 0.58 

（二）其他内资持股 127,208,283 29.11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15,662,426 26.47 

小计 129,763,185 29.6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307,226,094 70.31 

合计 436,989,279 100.00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范敏华 境内自然人 148,083,509 33.89% 111,082,632 

2 朱小平 境内自然人 31,026,544 7.10% - 

3 综合制药（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684,574 3.82% -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83,983 2.74% 3,035,223 

5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华泰组

合 

其他 9,289,120 2.13% - 

6 瑞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107,416 2.08% - 

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投连－创新动力 

其他 5,975,987 1.37% 1,343,878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3,572,011 0.82% 510,980 

9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其他 3,435,551 0.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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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有资金 

1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22L-CT001 深 

其他 3,279,860 0.75% - 

四、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是专业从事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主要为处

方药，涵盖抗过敏类药物、非甾体抗炎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消化类药物等领

域。主要产品具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应用领域 通用名 图片 功能主治 

1 

抗过敏类

药物 

地氯雷他定
分散片 

 1、快速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相

关症状，如打喷嚏，流涕和鼻

痒，鼻粘膜充血/鼻塞；2、眼
痒、流泪和充血；腭痒及咳嗽；

3、慢性特发性荨麻疹的相关

症状如瘙痒，并可减少荨麻疹

的数量及大小 

2 
地氯雷他定

干混悬剂 

 

3 
地氯雷他定
片 

 

4 

抗生素类

药物 

克拉霉素缓

释片 

 克拉霉素敏感的微生物所引

起的感染：1、下呼吸道感染：
如支气管炎、肺炎等；2、上

呼吸道感染：如咽炎、窦炎等；

3、皮肤及软组织的轻中度感

染：如毛囊炎、蜂窝组织炎、
丹毒等 

5 
盐酸左氧氟

沙星胶囊 

 

敏感细菌所引起的下列轻、中

度感染；1、呼吸系统感染；2、
泌尿系统感染；3、生殖系统

感染；4、皮肤软组织感染；5、

肠道感染；6、其他感染 

6 
注射用阿奇

霉素 

 

1、社区获得性肺炎：由肺炎

衣原体、流感嗜血杆菌、嗜肺

军团菌、卡他莫拉菌、肺炎支
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肺炎

链球菌等病原菌所致，且起始

治疗需静脉给药的患者；2、

盆腔炎性疾病：由沙眼衣原
体、淋病奈瑟氏球菌或人型支

原体所致，且起始治疗需静脉

给药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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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甾体抗
炎类药物 

双氯芬酸钠

肠溶缓释胶

囊 
 

1、缓解风湿性或类风湿关节

炎，急慢性关节炎，急慢性强
直性脊柱关节病；2、肩周炎，

腱鞘炎、滑囊炎及腱鞘炎；3、

腰背痛、扭伤、劳损；4、急
性痛风；5、痛经，牙痛，头

痛和术后疼痛等 

8 
消化类药

物 

马来酸曲美

布汀片 

 

1.胃肠道运动功能紊乱引起的

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嗳气、
腹胀、腹鸣、腹痛、腹泻、便

秘等症状的改善；2.肠道易激

惹综合征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主要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抗过敏类药物 14,941.18 20.77 31,588.68 35.34 24,176.96 40.83 13,836.71 45.72 

其中：地氯雷他定分

散片 
5,844.32 8.12 12,411.23 13.89 10,623.61 17.94 6,462.37 21.35 

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 8,722.39 12.12 18,463.87 20.66 13,096.61 22.12 6,969.20 23.03 

地氯雷他定片 374.47 0.52 713.58 0.80 456.74 0.77 405.14 1.34 

抗生素类药物 15,731.06 21.86 24,444.69 27.35 19,117.23 32.28 6,178.60 20.42 

其中：克拉霉素缓释
片 

3,274.65 4.55 6,243.17 6.99 5,464.05 9.23 3,415.02 11.28 

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1,029.35 1.43 2,055.95 2.30 1,500.71 2.53 986.62 3.26 

注射用阿奇霉素 6,835.91 9.50 15,160.89 16.96 11,220.71 18.95 1,157.65 3.83 

其他抗生素类药物 4,591.15 6.38 984.67 1.10 931.77 1.57 619.31 2.05 

非甾体抗炎类药物 10,229.22 14.22 8,547.43 9.56 6,584.43 11.12 4,625.80 15.28 

其中：双氯芬酸钠肠

溶缓释胶囊 
10,229.22 14.22 8,547.43 9.56 6,584.43 11.12 4,625.80 15.28 

消化类药物 3,114.33 4.33 3,476.63 3.89 3,009.71 5.08 2,101.84 6.94 

其中：马来酸曲美布
汀片 

3,114.33 4.33 3,465.17 3.88 2,990.24 5.05 2,094.38 6.92 

其他消化类药物 - - 11.45 0.01 19.46 0.03 7.46 0.02 

其他药物 27,930.81 38.82 21,318.67 23.85 6,331.53 10.69 3,521.49 11.64 

其中：盐酸多巴酚丁

胺注射液 
4,118.85 5.72 7,982.32 8.93 - - - - 

注射用尼麦角林 4,247.79 5.90 - - - - - - 

注射用盐酸曲马多 3,884.07 5.40 - - - - - - 

合计 71,946.60 100.00 89,376.09 100.00 59,219.86 100.00 30,264.44 100.00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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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436,989,279 股，范敏华持有公司

33.89%的股份，朱小平持有公司 7.10%的股份。范敏华和朱小平系夫妻关系，

二人合计控制公司 40.9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近三年公司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 

 

范敏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 年生，硕士，中国药科

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84 年 9 月至 1992 年 5 月，任浙

江省医药管理局科技处干部；1992 年 6 月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

长；2000 年 4 月至今，任杭州赛利执行董事；2003 年 8 月至今，任浙江普利执

行董事；2008 年 7 月至今，任泽芙雪化妆品执行董事；2015 年 10 月至今，任普

利工程执行董事、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担任杭州必益泰得执行董事；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杭州兆利执行董事；2018 年 1 月至今，任海南兆利执

行董事；2018 年 9 月至今，任安徽普利执行董事；2020 年 6 月至今，任逸敏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 年 8 月至今，任常州泰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 年 8 月至今，任常州泰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 年 9 月至今，任荣敏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小平，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 2月至 1990年 12月，

任上海耀华玻璃厂工程师；1991 年 1 月至 1995 年 1 月，任珠海玻璃纤维有限公

司工程师；1995 年 2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普利有限副总经理；2002 年 2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浙江普利总经理；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任浙江普利办

公室副主任；2009 年 1 月至今任卡诺奇食品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 7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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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任金赛普经理；2015 年 7 月至今任泰捷投资经理；2016 年 7 月至今

任普利制药办公室副主任；2016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任杭州必益泰得经理；

2017 年 8 月至今，任海南必益泰得执行董事、经理。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泽芙雪化妆品 范敏华持有 90%的股权 

2 泽芙雪贸易 泽芙雪化妆品持有 100%的股权 

3 卡诺奇食品 朱小平持有 90%的股权 

4 杭州必益泰得 逸敏合伙、荣敏合伙持有 96.38%的股权 

5 海南必益泰得 杭州必益泰得持有 100%的股权 

6 逸敏合伙 范敏华、朱小平持有 100%的份额 

7 荣敏合伙 范敏华、朱小平持有 100%的份额 

8 
常州金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范敏华持有 45.25%的份额 

9 
常州泰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范敏华、朱小平持有 100%份额 

10 
常州泰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范敏华、朱小平持有 100%份额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存

在被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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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850.00 万张（85,000.00 万元） 

2、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和配售比例：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6,240,842 张，即

624,084,2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3.42% 

3、发行价格：100.00 元/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人民币 100 元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5,000.00 万元 

6、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普利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原 A 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

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余额由主

承销商包销 

7、配售比例：原股东优先配售普利转债 6,240,842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3.42%；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认购 2,220,467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6.1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 38,691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46%。 

8、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如下：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1,213.86 万元（不含税），具体包括：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保荐费用 1,000.00 

会计师费用 87.00 

律师费用 80.19 

资信评级费用 23.58 

发行手续费用、信息披露及其他费用 23.09 

合计 1,213.86 

9、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其持有量：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张） 占总发行量比例 

1 范敏华 2,880,076 33.88% 

2 朱小平 603,435 7.1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9,970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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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华泰组合 

143,950 1.69%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877 1.69% 

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1,005 1.07% 

7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盛信 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344 0.96% 

8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66,818 0.79%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834 0.56%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746 0.56% 

合计 4,356,055 51.25% 

二、本次发行的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85,000.00 万元，原股东优先配售普利转债

6,240,842 张，配售金额为 624,084,2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3.42%；网上社会

公众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 2,220,467 张，认缴金额为 222,046,700 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6.1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

为 38,691 张，包销金额为 3,869,1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46%。 

三、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1,000.00 万元（不含

税）后的余额 84,000.00 万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汇

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具体账号见“第六节 发行条款”）。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

天健验[2021]70 号《验证报告》。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和承销机构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邮政编码： 200001 

联系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周舟、田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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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协办人： 黄超 

项目经办人： 何静华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2682888 

传真： 010-52682999 

经办律师： 张昕、徐晓航、徐逍影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少先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 施其林、卢娅萍、唐彬彬 

（四）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张剑文 

住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银座国际）三楼 

联系电话： 0755-82872897 

传真： 0755-82872090 

经办评级人员： 秦风明、刘书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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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可转债的发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

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关于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

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发行已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通过，并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

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06 号）。 

2、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85,000.00 万元 

4、发行数量：850.00 万张 

5、上市规模：85,000.00 万元 

6、发行价格：100 元/张 

7、募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

用）为 85,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83,786.13 万元。 

8、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相关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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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普利国际高端生产线扩建项目 100,076.02 85,000.00 

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

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9、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序号 开户主体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南海支行 
461899991013000403769 

2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营业部 

955105379999999 

3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8110801013902154311 

4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357950100100334951 

5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九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71150122000071052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可转

债及未来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 85,000 万元可转债，共计 850 万张。 

（三）可转债存续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 2021 年 2 月 9 日（T 日）

至 2027 年 2 月 8 日。 

（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五）票面利率 

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2.00%、

第六年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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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

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

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

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

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

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

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

度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七）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2 月 22 日，即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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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

止（即 2021 年 8 月 23 日至 2027 年 2 月 8 日止）。 

（八）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46.22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

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九）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

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该次增发新

股率或配股率，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

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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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

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来制订。 

（十）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

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

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一）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 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P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

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

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二）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8%（含

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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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

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

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

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

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

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

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

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

使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 

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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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十四）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

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

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十五）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普利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A 股股东

实行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1）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 

①原 A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 年 2

月 8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1.9449 元可转

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 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 1 张为

一个申购单位。 

普利制药现有 A 股总股本 437,029,279 股，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

总数为 437,029,279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 A 股股东可优先认购

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 8,499,782 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99.997%。由

于不足 1 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

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②原 A 股股东除可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 T 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原股东参与

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③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630”，配

售简称为“普利配债”。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 1 张的部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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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登记公司的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 1 张的优先认购数量，

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

记账单位 1 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持有的“普利制药”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登记公司相关业

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2）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

“370630”，申购简称为“普利发债”。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

低申购数量为 10 张（1,000 元），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10 张的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1 万张（100 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

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

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

公司代为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

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

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

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1 日日

终为准。 

2021 年 2 月 9 日（T 日）投资者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与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

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即网上发行总量确定后，发行人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按照以下原则配售可转债： 

（1）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等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按投资者的实际申购量配

售； 

（2）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小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按投资者的实际申购量配

售后，余额部分按照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与发行公告确定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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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网上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按投资者摇号中签结果确定配

售数量。 

2、发行对象 

（1）公司原股东：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1 年 2 月 8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 A 股股东。 

（2）社会公众投资者：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

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十六）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

A 股股票； 

（3）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

本次可转债； 

（5）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

本息； 

（7）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者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8）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所发行的本次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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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其所认购的本次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

提前偿付本次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

义务。 

3、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

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3）公司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

散或者申请破产； 

（4）拟变更、解聘本次可转债券受托管理人； 

（5）公司董事会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6）修订本规则； 

（7）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8）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

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4、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提议； 

（2）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

人书面提议； 

（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提议。 

公司将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

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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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5,000 万元（含 85,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普利国际高端生产线扩建项目 100,076.02 85,000.00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以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十八）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十九）评级事项 

公司聘请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出具资

信评级报告。 

（二十）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

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将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二十一）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二十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2月9日（T日）。 

（二十三）网上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二十四）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普利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普利转债上市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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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交易。 

（二十五）转股来源 

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来源全部为新增股份。 

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鹏信评 2020 第 Z[802]号 01《海南普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限内，中证鹏元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一）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 A

股股票； 

3、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

次可转债； 

5、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本

息； 

7、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者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 

8、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二）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所发行的本次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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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其所认购的本次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

前偿付本次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

务。 

（三）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

有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3、公司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

或者申请破产； 

4、拟变更、解聘本次可转债券受托管理人； 

5、公司董事会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6、修订本规则； 

7、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8、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

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四）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提议； 

2、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书面提议； 

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提议。 

公司将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

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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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公司的资信及担保事项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鹏信评 2020 第 Z[802]号 01《海南普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限内，中证鹏元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债券发行及其偿还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不存在对外发行债券的情形。 

四、公司商业信誉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与公司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不存在严重的违约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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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偿债措施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鹏信评 2020 第 Z[802]号 01《海南普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与偿债能力相关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2.11 1.57 2.68 4.19 

速动比率（倍） 1.75 1.32 2.09 2.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05% 19.73% 16.45% 15.90% 

资产负债率（合并） 29.67% 33.39% 20.35% 17.51%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均维持在较为合理

水平，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随着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货币资金减少所致。从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经

营情况看，公司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公司具备较好的偿

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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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财务与会计资料 

公司已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

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8〕2298 号、天

健审〔2019〕1728 号、天健审〔2020〕257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

年 1-9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如下： 

项目 报告期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 稀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020 年 1-9月 25.50 0.65 0.65 

2019 年度 29.68 0.72 0.72 

2018 年度 22.71 0.43 0.43 

2017 年度 16.59 0.25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020 年 1-9月 23.84 0.62 0.62 

2019 年度 27.94 0.67 0.67 

2018 年度 21.43 0.40 0.40 

2017 年度 14.64 0.22 0.22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期初净资产；Ei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j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

数；Mi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

告期期末的月份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生其他净资产
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2、基本每股收益=P÷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S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

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报

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为报告期缩股数；M0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
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3、稀释每股收益=P1/（S0＋S1＋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其中P1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其影响，按《企

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二）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32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其他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2.11 1.57 2.68 4.19 

速动比率（倍） 1.75 1.32 2.09 2.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05% 19.73% 16.45% 15.90% 

资产负债率（合并） 29.67% 33.39% 20.35% 17.51% 

财务指标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79 3.85 6.43 8.37 

存货周转率（次） 1.44 2.48 1.99 2.2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元/股） 

0.25 0.78 0.52 0.7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53 0.17 -0.39 1.00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总负债÷总资产（母公司口径） 

4、资产负债率（合并）=总负债÷总资产（合并口径）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总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7、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8、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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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91 - -1.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24.00 2,297.60 916.26 1,138.0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217.88 - 406.78 186.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359.83 -63.70 3.45 11.36 

小计 2,182.05 2,202.99 1,326.49 1,335.15 

减：所得税费用 327.31 434.43 303.94 176.99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

性损益净额 
1,854.74 1,768.55 1,022.54 1,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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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信息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本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可

浏览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则公司股东权益增

加 85,000.00 万元，总股本增加约 1,839.03 万股。 

四、2020 年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预告》。根据《2020 年度

业绩预告》，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39,149.11 万元

–43,666.32 万元，较 2019 年度同比增长 30%-4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区间为 35,967.11 万元-40,484.32 万元，较 2019 年度同比增长 26.89% -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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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本次可转债是否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公司本次可转债不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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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1、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2、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4、重大投资； 

5、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6、公司住所变更； 

7、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8、重大会计政策变动； 

9、会计师事务所变动； 

10、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11、公司资信情况发生变化； 

12、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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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

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3、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

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4、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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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相关情况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邮政编码： 200001 

联系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周舟、田稼 

项目协办人： 黄超 

项目经办人： 何静华 

二、上市保荐机构推荐意见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普利制药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海通证券同意推荐普利制药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

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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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s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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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第二节 概览
	第三节 绪言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来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一）2017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二）2018年5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2019年6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四）2020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五）2020年7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六）2020年10月，授予限制性股票
	（七）2021年1月，授予限制性股票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四、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被质押的情况


	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承销情况
	三、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和承销机构
	（二）律师事务所
	（三）会计师事务所
	（四）资信评级机构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二）发行规模
	（三）可转债存续期限
	（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五）票面利率
	（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七）转股期限
	（八）转股价格的确定
	（九）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十）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十一）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
	（十二）赎回条款
	（十三）回售条款
	（十四）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十五）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十六）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十八）担保事项
	（十九）评级事项
	（二十）募集资金存管
	（二十一）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二十二）发行时间
	（二十三）网上发行地点
	（二十四）锁定期
	（二十五）转股来源

	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情况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一）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二）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三）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七节 公司的资信及担保事项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债券发行及其偿还的情况
	四、公司商业信誉情况

	第八节 偿债措施
	第九节 财务与会计资料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二）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二、财务信息查阅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四、2020年业绩预告情况

	第十节 本次可转债是否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二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第十三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相关情况
	二、上市保荐机构推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