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HENZHEN HEPALINK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兹載列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鋰
董事長

中國深圳，2021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鋰先生、李坦女士、單宇先生及張斌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川博士、 
陳俊發先生及王肇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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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9SZ、09989HK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1-03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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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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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普瑞 股票代码 002399SZ、09989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谈煊 张亚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电话 0755-26980311 0755-26980311 

电子信箱 stock@hepalink.com stock@hepa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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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537,181.32 2,659,199,486.98 1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8,158,072.26 581,059,157.84 -4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4,799,637.39 504,563,907.99 -4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5,623,591.81 -245,548,153.21 20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05 0.4659 -5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05 0.4659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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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7.7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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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7,259,422.67 19,025,894,654.11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24,960,016.42 11,569,392,530.9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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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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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乐仁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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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 408,041,280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1] 

境外法人 15.00% 220,03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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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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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40,3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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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5,118,03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0% 10,330,841 0   

黄权威 境外自然人 0.29% 4,184,108 0   

深圳市海普瑞

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0.26% 3,886,26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健康产

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5% 3,7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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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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份额为该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3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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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

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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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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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海普

瑞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6 海普瑞 112473 2016 年 11 月 07 日 2016 年 11 月 08 日 589.65 6% 

深圳市海普

瑞药业股份

集团有限公

司 2020 年面

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疫

情防控债） 

20 海普瑞 149045 2020 年 02 月 26 日 2020 年 02 月 28 日 87,0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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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海普瑞 114455 2019 年 04 月 18 日 2019 年 04 月 22 日 70,0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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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8.12% 38.5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47 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66,999.78 98,480.51 

三、重要事项 

2021年1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Kymab股权的议案》，同意全

资子公司香港海普瑞向Sanofi Foreign Participations BV转让所持有的Kymab Group Limited股权。详细内容

参见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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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Kymab股权的公告》。 

2021年4月，上述股权转让已完成交割，公司已收到首期转让价款。本次交割完成后，香港海普瑞不

再持有Kymab股权。详细内容参见2021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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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Kymab股权的进展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