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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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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托管理

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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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

说明书》、《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

源编制本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3 

目录 

重点声明 ..................................................................................................... 2 

释义 ............................................................................................................. 4 

第一章 五矿证券受托债券概况 .............................................................. 5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 9 

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 11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17 

第五章 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9 

第六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20 

第七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 21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 22 

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23 

第十章 其他事项 .................................................................................... 24 

 

 

 

  



 

4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海普瑞 指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 指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肝素类药物 指 

由肝素原料药制成的不同分子量具有相同或不同临

床适应症的各类药物，包括标准肝素制剂和低分子

肝素制剂 

肝素粗品 指 经过简单加工后制成的颗粒状肝素产品 

肝素原料 指 

由肝素粗品分离纯化后形成的，但生产过程不符合

cGMP 或 GMP 认证要求，不能以药品销售的肝素

产品 

肝素原料药 指 

肝素粗品或肝素原料在取得 cGMP 认证的制药工

厂经分离纯化后形成的，符合《药典》规定的质量

标准及完成相关的药政注册等程序的肝素产品 

肝素钠原料药 指 以钠盐形式存在的肝素原料药 

标准肝素制剂 指 
由肝素原料药直接制成用于临床治疗的肝素类药

物，通常为注射液 

低分子肝素 指 
肝素原料药通过化学或酶学方法解聚获得相对分子

量小（仅为 3,500—6,500）的低分子量肝素 

低分子肝素原料药 指 

肝素原料药通过化学或酶学方法解聚而生产出的低

分子量肝素，符合各国药典中各种具体低分子肝素

的质量标准 

低分子肝素制剂 指 
低分子肝素原料药经分装后制成的，在临床上使用

的低分子肝素制剂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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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五矿证券受托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HEPALINK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获得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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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非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不超过 7 亿元的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1 月 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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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13 亿元的公司债券。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了深圳市海

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简称“19 海普瑞”），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简称“20

海普瑞”），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7 亿元。 

三、五矿证券受托管理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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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情况 

1、债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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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9 海普瑞”，代码为 114455.SZ。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7 亿元，发行利率为 5.50%。 

4、债券余额：人民币 7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5.50%。 



 

6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

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

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发

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

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

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

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6、起息日：2019 年 4 月 22 日。 

7、付息日：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8、兑付日：2024 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债券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其中 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4 亿元用来支付收购多普乐股权的对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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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 海普瑞”，代码为 149045.SZ。 

3、发行规模及利率：人民币 8.7 亿元，发行利率为 3.80%。 

4、债券余额：人民币 8.7 亿元，本年度利率为 3.80%。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在债券存续的第 3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

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

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发

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

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相应的公司

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6、起息日：2020 年 2 月 28 日 

7、付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 2 月 28

日；如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

的 2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 

8、本金兑付日：2025 年 2 月 28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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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2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9、债券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补充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肝素钠原料药业务及肝素制剂业务的原材料采购、人员工资支付、设备

更新维护及相关税费支出等。本次债券 10%的募集资金用于国内销售的依诺肝

素制剂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出来的依诺肝素制剂将在国内销售并用于疾病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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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五矿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

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

实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具体情况

如下： 

一、报告期内披露的临时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披露的临时报告统计如下： 

债券简称 报告名称 披露时间 

19 海普瑞/20

海普瑞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发生变

更的公告 
2020-03-10 

20 海普瑞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0-03-17 

19 海普瑞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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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2020-03-17 

 

二、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专用情况 

发行人已在“19 海普瑞”发行前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五

矿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

资金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约定，及时划入专项账户，

并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储存、使用。 

发行人在“20 海普瑞”发行前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及偿债资金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

项账户。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约定，及时划入专项账户，并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储

存、使用。 

三、报告期内的付息督导工作 

受托管理人五矿证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督促发行人按时兑付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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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19 海普瑞”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按时完成第一次付息，不存在

兑付兑息违约情况。 

报告期内，“20 海普瑞”未发生兑付兑息。 

四、报告期内协助召开持有人会议 

 “19 海普瑞”、“20 海普瑞”未召开持有人会议。 

五、报告期内的风险排查工作 

2020 年 5 月及 2020 年 11 月，五矿证券与发行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开展债券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及时报

告债券信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情况，结合发行人的经营及财务情况，根据指引对

债券风险分类的标准，对发行人债券进行信用风险分类。报告期内，发行人信用

风险分类结果为正常类。 

五矿证券在受托期限内，督促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

使了受托管理人的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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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李锂 

电话：0755-26980311 

传真：0755-86142889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原料药（肝素钠、依诺肝素钠），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海普瑞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全球制药公司，在肝素领域、大分子药物 CDMO

领域和创新药开发领域拥有全球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肝素钠原料药，依诺

肝素钠原料药和依诺肝素钠制剂，以及大分子药物 CDMO 服务。 

肝素是一种抗凝血药物，拥有抗凝血、抗血栓等多种功能。肝素行业包括最

上游猪小肠采购，上游肝素粗品的提取、中游肝素原料药的生产以及下游依诺肝

素制剂的生产和供应。肝素钠原料药主要用于生产标准肝素制剂和低分子肝素原

料药，进而生产低分子肝素制剂。公司拥有中国和美国两大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基

地，肝素钠原料药除部分供应给全资孙公司天道医药外，主要销售给国外客户，

其中包括多家世界知名的跨国医药企业。 

依诺肝素钠制剂是低分子肝素制剂的一种，临床应用广泛，主要适应症包括：

预防静脉内血栓栓塞性疾病（预防静脉内血栓形成），特别是与骨科或普外手术

有关的血栓形成；治疗已形成的深静脉栓塞，伴或不伴有肺栓塞；用于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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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循环中，防止血栓形成等。天道医药的依诺肝素钠制剂是欧盟首仿药，2016

年通过集中审批程序（CP）在 EMA 获得批准，现已经在英国、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波兰等多个国家实现销售。 

公司通过赛湾生物和 SPL 两大平台经营 CDMO 业务。客户可通过业务平台

获得定制的 CMC 服务组合，以支持各类重组及天然来源大分子药物及非病毒载

体及基因治疗中间体。两个平台提供从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选择到符合 cGMP 要

求的临床试验批次及商业化供应，贯穿整个药物开发周期的服务，包括研发服务、

制造服务、质量控制及计划安排。 

赛湾生物专门从事开发及生产大分子药物，拥有丰富的品种开发经验，如单

克隆抗体、抗体片段、双特异性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疫苗及其他重组蛋

白。赛湾生物拥有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及微生物发酵的专业知识，并拥有针对生产

及纯化的一次性集成技术。此外，赛湾生物还可通过向客户供应高质量的 pDNA，

以支持快速成长的基因治疗领域。SPL 提供有关开发及生产从动物和植物中提取

的大分子药物方面的服务。SPL 在开发天然药物方面拥有长期的业务经验，并在

开发复杂及可扩展流程以提取、分离及纯化天然药物方面拥有核心能力。报告期

内，CDMO 业务收入高速增长，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17.05%。公司为数十

家新药开发企业提供 CDMO 服务，其中包括五家位于全球前十的医药企业，拥

有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及行业引荐率。除按服务收费及商业供应合同外，公司的

CDMO 平台可以用于快速开发自主研发和投资获得的多元化创新药管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1、主要经营业务 

（1）营业收入的构成及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

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肝素钠以及低分子 

肝素钠原料药 
270,117.58 50.66% 227,398.96 49.17% 18.79% 

制剂 152,319.43 28.57% 123,084.03 26.61%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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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O 79,738.70 14.95% 78,849.35 17.05% 1.13% 

其他 31,031.77 5.82% 33,133.02 7.15% -6.34% 

营业收入合计 533,207.49 100.00% 462,465.36 100.00% 15.30% 

 

（2）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现金流等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533,207.49 462,465.36 15.30% 无重大变动 

营业成本 324,426.85 289,917.58 11.90% 无重大变动 

销售费用 40,890.12 41,131.99 -0.59% 无重大变动 

管理费用 41,274.50 35,294.50 16.94% 无重大变动 

财务费用 48,776.87 20,059.01 143.17% 
主要为报告期内的汇率波

动导致的汇兑损失 

研发费用 16,000.78 14,871.45 7.59% 无重大变动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28.36 -22,760.16 -116.3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

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7,376.39 170.28 -127758.2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

使用 3 个月以上定期存款

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同比

增加，以及赎回理财产品

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共同

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0,646.21 -23,433.48 -1169.6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

在香港发行股票并上市，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所致 

2、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 

报告期内，发行人利润主要来自于肝素钠以及低分子肝素钠原料药和制剂，

2020 年度发行人肝素钠以及低分子肝素钠原料药和制剂毛利润分别为 10.78 亿

元和 7.38 亿元，占总毛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51.65%和 35.36%。 

3、投资状况 

（1）年度新增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投资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的重大新增投资。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获取投资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的重大股权投资。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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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正在进行的投资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的重大

非股权投资。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同比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271,242.40  127,776.70  112.28% 

应收账款 163,862.30  129,351.65  26.68% 

预付款项 25,778.00  44,334.95  -41.86% 

其他应收款 18,415.96  37,550.65  -50.96% 

存货 316,824.86  237,435.69  33.44% 

其他流动资产 20,955.52  8,205.28  155.39% 

固定资产 213,954.32  185,525.90  15.32% 

短期借款 185,976.29  292,744.51  -36.47% 

应付账款 23,921.75  22,866.12  4.6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4,781.43  101,445.08  -36.14% 

应付债券 155,223.32  69,569.38  123.12% 

总资产 1,902,589.47  1,524,220.54  24.8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6,939.25  734,701.08  57.47% 

营业收入 533,207.49  462,465.36  15.3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420.98  105,935.60  -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728.36  -22,760.16  -116.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17,376.39  170.28  -127758.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50,646.21  -23,433.48  -1169.6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3,024.53  107,653.69  23.57%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2.53 1.21 131.97% 

速动比率 1.65 0.73 92.08% 

资产负债率 38.56% 50.98% -12.4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188,302.23 183,209.12 2.7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3 0.29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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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6.36 6.10 4.26%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60 7.11 6.89%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5、全部债务=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

流动负债； 

6、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7、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现金利息支出； 

8、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9、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10、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11、EBITDA=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比例 
原因（同比变动超过 30%） 

货币资金 271,242.40 127,776.70 112.2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香港上

市募集资金所致 

应收账款 163,862.30 127,788.35 28.23% 无重大变动 

存货 316,824.86 236,316.83 34.07% 

主要是报告期内存货成本增

加以及预计市场需求扩大，增

加了产品库存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63,118.25 134,977.20 20.85% 无重大变动 

固定资产 213,954.32 184,694.75 15.84% 无重大变动 

在建工程 36,439.37 72,038.51 -49.42% 

主要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原料

药生产线建设项目完工转固

所致 

2、主要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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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比

例 
原因（同比变动超过 30%） 

短期借款 185,976.29 292,744.51 -36.47%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部分短

期银行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 153,362.35 165,895.94 -7.56% 无重大变动 

应付债券 155,223.32 69,569.38 123.12% 
报告期内公司报告期内新增 8.7 亿

公司债券所致 

一年内到期

非流动负债 
64,781.43 104,387.55 -37.94% 

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一年内到期

的应付债券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82,820.52 11,264.44 635.24%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短期理财产

品期末余额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174,743.73 122,817.07 42.2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投资以

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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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发行“19 海普瑞”，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本次

公司债券募集款项已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

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中 3 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 亿元用来支付收购多普乐股权的对价款。 

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发行“20 海普瑞”，规模为人民币 8.7 亿元。本次

公司债券募集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

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肝素钠原料药业务及肝素制剂业务的原材料采购、人员

工资支付、设备更新维护及相关税费支出等。本次债券 10%的募集资金用于国内

销售的依诺肝素制剂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出来的依诺肝素制剂将在国内销售并用

于疾病防疫。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19 海普瑞”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 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 亿元用来支付收购多普乐股权的对价款，

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 海普瑞”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发行人

已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10%的募集资金用于国内销售的依诺肝

素制剂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出来的依诺肝素制剂将在国内销售并用于疾病防疫。

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针对“19 海普瑞”，发行人在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浦发银行深圳梅林支行设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

募集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针对“20 海普瑞”发行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设立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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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

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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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 

一、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增信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次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及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已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

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

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三、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19 海普瑞”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按时完成第一次付息，不存在

兑付兑息违约情况。 

报告期内，“20 海普瑞”未发生兑付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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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1 年 5 月 20 日，联合资信评估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联合资信”）出具

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1 年跟踪评级报

告》（联合[2021]3169 号）、《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相

关债券 2021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1]3216 号），评级结果为：19 海普瑞、

20 海普瑞的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

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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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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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一、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发行人事务专人变动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债券相关事务专人发生变动。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如下： 

姓名 谈煊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 

电话 0755-26980311 

传真 0755-86142889 

 

三、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具体

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签字会计师姓名 李赟、张永坤 

受托管理人 

名称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3 号五矿广场 B 座 603

室 联系人 葛译聪 

联系电话 010-5318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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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19 海普瑞”、“20 海普瑞”未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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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 

 

二、重大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

更情况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步海华 副总经理 任期满离任 
2020 年 08 月

31 日 
换届离任 

步海华 董事会秘书 任期满离任 
2020 年 08 月

31 日 
换届离任 

谈煊 董事会秘书 聘任 
2020 年 08 月

31 日 
换届聘任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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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