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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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悉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程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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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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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898,472.34 369,945,634.46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004,856.79 57,674,263.46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854,839.67 50,686,523.69 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96,123.26 -29,125,648.96 15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3.4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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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6,922,772.58 4,882,199,213.27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3,016,645.60 2,294,056,605.3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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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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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7,765.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09,388.8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55,039.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31,486.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38,290.75  

合计 8,150,01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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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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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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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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1% 161,462,238 50,150,484 质押 161,459,022 

君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4.01% 21,842,082    

海口富海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 21,437,610  质押 20,888,596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2.57% 14,000,02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

信医疗保健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57% 14,0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深 

其他 1.52% 8,312,425    

中国工商银行－

诺安价值增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4,388,855    

汇添富基金－工

商银行－汇添富

－海南海药－成

长共享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75% 4,073,323    

邵逸群 境内自然人 0.72% 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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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邮核心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3,39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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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111,311,754 人民币普通股 111,311,754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21,842,082 人民币普通股 21,842,082 

海口富海福投资有限公司 21,437,610 人民币普通股 21,437,61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4,000,02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医疗保

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深 
8,312,425 人民币普通股 8,312,425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4,388,855 人民币普通股 4,388,855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海南海

药－成长共享 1号资产管理计划 
4,073,323 人民币普通股 4,073,323 

邵逸群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99,736 人民币普通股 3,399,7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海南海药－成长共享 1号

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而成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除此之

外，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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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

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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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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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增减变动 说明 

货币资金 1,222,121,122.86     691,865,209.72  -43.39% 主要系报告期对外投资及投资理财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8,570,653.73      68,927,183.39  78.70%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购买固定资产预

付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9,750,481.48      19,553,823.26  100.54% 主要系报告期重庆市忠县同正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

正小额贷”）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6,836,567.58     188,309,057.80  48.47%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市场周转金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98,231,779.81     592,544,620.55  503.21%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投资理财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 47,947,222.28      26,626,388.96  -44.47%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非公开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450,000.00      86,450,000.00  38.43%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转入所

致。 

项目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增减变动 说明 

利息收入 4,512,594.00       9,996,744.78  121.53% 主要系同正小额贷报告期应收利息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926,616.86       3,411,636.09  -75.50% 主要系报告期资产减值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4,300,453.19       1,807,517.63  -57.97% 主要系报告期投资理财收益较上年

同期减少及联营、合营企业亏损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25,482.45       8,360,365.61  642.83%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比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125,648.96      14,996,123.26  151.49%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现金回款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546,361,611.19      63,741,104.58  -88.33%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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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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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和2015年12月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 

    2016年3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第二

次修订。2016年3月24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二次修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

相关议案。 

2016年4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第三次修订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10 月 28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 年 03 月 09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 年 03 月 2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 年 04 月 19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

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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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2015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对象深圳市南方同

正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本

次认购的股票进行锁定处

理，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

2015年 03月 06

日 
3年 严格履行承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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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南方同正基于对公司未来

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同时

为支持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其承诺将 2011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的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20,847,660

股，于 2014年 9月 9日限

售期满后再延长锁定 2年，

即自愿锁定至 2016年 9月

9日。锁定期内，南方同正

持有的上述股份不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或

转让。在锁定期间南方同正

若违反承诺减持上述股份，

所减持股份所得全部上缴

上市公司。 

2014年 09月 09

日 
2年 

由于南方同正持有的

2011年增发的公司股

份已于 2014年 7月 8

日办理了质押冻结，按

照有关规定，南方同正

需要等待该部分股票

解除质押后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方能办理限

售手续。南方同正将在

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后及时办理限售手续，

南方同正同时严格履

行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其他承诺 

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近 6个月

内未减持本公司股票，并承

诺未来 6个月内（2015年 7

月 10日至 2016年 1 月 10

日）不减持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

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2015年 07月 10

日 
6个月 履行完毕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刘

悉承;陈义弘;任

荣波;白智全;雷

小玲;金世明;裘

婉萍;王伟;蔡东

宏;张晖;王俊红;

林健;计平;李昕

昕;李学忠;沙莹 

其他承诺 

一、为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

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公司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作出以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

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

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

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

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

2016年 03月 09

日 
1年 严格履行承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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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

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承诺

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二、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

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悉承作出以下承

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

利益。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重

庆万里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

特瑞电池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会东

县南方同正金渝

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海南海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长帆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南方同正及南方同正具有

控制关系的关联方自 2015

年12月10日前六个月至本

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减

持海南海药股票的情况。自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海

南海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完成后六个月内，南方同

正及南方同正具有控制关

系的关联方将不减持其所

持海南海药股份（包括承诺

期间因海南海药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

份）。 

2016年 03月 23

日 
1年 严格履行承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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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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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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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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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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