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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1-078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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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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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药 股票代码 00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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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福 王小素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 192 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 192 号 

电话 0898-36380609 0898-36380609 

电子信箱 000566@haiyao.com.cn 000566@haiyao.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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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73,231.12 1,073,902,725.28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7,129,265.61 53,275,161.38 -80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7,294,003.57 -107,979,721.49 -10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348,171.77 -303,554,365.56 10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07 0.0399 -8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07 0.0399 -8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3% 1.19% -12.42%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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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5,234,954.93 10,279,231,596.61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15,683,416.06 3,706,114,482.42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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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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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华同实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89% 296,989,889 0 质押 148,494,944 

深圳市南方同

正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7% 138,365,787 130,825,900 

冻结 138,365,787 

质押 130,825,9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利 36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9.49% 123,097,965 0   

君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3.11% 40,294,844 0   

胡景 境内自然人 2.76% 35,845,700 0   

金元顺安基金

－农业银行－

杭州通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01% 13,082,500 0   

刘喜华 境内自然人 0.77% 10,033,653 0   

郭劲松 境内自然人 0.66% 8,585,910 0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国

通信托·方泰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4% 7,000,000 0   

赵洪春 境内自然人 0.45% 5,828,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华同实业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36 号单一资金信托为本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南方同正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实施部分要约收购而设立的信托计划。除

此之外，前 10 名股东中南方同正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胡景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31,139,500 股；刘喜华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9,935,453 股;郭劲松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585,910 股；赵洪春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5,828,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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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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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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药国际”）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与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抗体”）签署《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及海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港币 1 亿元 2022 年到期的可换股债券认购协议》

（以下简称“认购协议”）。海南海药拟以自筹资金 1 亿港元认购中国抗体发行的 1 年期可转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与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签署可转换债券认购协

议的公告》。 

中国抗体于2021年6月22日披露了《建议发行100,000,000港元的可换股债券失效》的公告。主要内容为：根据认购协议

条款，由于若干先决条件于截止日期尚未达成，故认购协议已失效且可换股债券将不再根据认购协议发行。故公司将不再认

购上述中国抗体发行的 1 年期可转债。 

2、公司向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资金占用费年费率为8%，资金

支持期限一年；公司为亚德科技实际担保余额 14,975万元，其中逾期担保13,985万元。上述借款及担保已经逾期，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及担保的进展公告》。 

3、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收到亚德科技相关贷款银行的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相关银行要求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履行

连带保证责任，截至2021年6月3日公司已代亚德科技清偿相关银行贷款本金共计148,787,017元，贷款利息（含逾期罚息等）

由亚德科技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履行对外担保

连带责任的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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