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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月 30日披露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以下简称“报告正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以下简称“报告全文”）。经事后审查发现，部分披露事项存在差错，主要差错

的更正事项为：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由 57,311 户更正为 60,549 户； 

2、合并利润表：营业总成本中，财务费用项之利息收入的本期发生额，由

-30,974,586.51 元更正为 30,974,586.51 元； 

3、合并利润表：营业总成本中，财务费用项之利息收入的上期发生额，由

-16,385,483.75 元更正为 16,385,483.75 元； 

4、母公司利润表：营业收入中，财务费用项之利息收入的本期发生额，由

-13,880,041.28 元更正为 13,880,041.28 元 

5、母公司利润表：营业收入中，财务费用项之利息收入的上期发生额，由

-27,421,510.48 元更正为 27,421,510.48 元； 

6、母公司利润表：营业收入中，投资收益项之资产减值损失的上期发生额，

由-437,340.57 元更正为 437,340.57 元。 

本次补充更正的信息，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造成影响。更正后信息

如下： 

 

一、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

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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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二、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502,626,221.61 755,828,955.92 

  其中：营业收入 502,626,221.61 755,828,955.9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40,586,503.73 680,196,492.88 

  其中：营业成本 345,564,800.60 395,739,922.1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6,624,261.51 7,688,284.14 

     销售费用 203,214,400.43 152,437,643.29 

     管理费用 50,271,653.72 61,925,098.40 

     研发费用 11,941,161.06 2,291,758.76 

     财务费用 22,970,226.40 60,113,786.14 

      其中：利息费用 54,423,808.77 73,577,197.49 

         利息收入 30,974,586.51 16,385,483.75 

  加：其他收益 2,710,552.87 1,092,253.09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5,957,632.31 -15,464,244.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5,973,419.80 -12,095,700.4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7,961,672.92 11,606,623.5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849,257.7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798,450.11 427,827.8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717.95 165.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8,308,295.49 73,295,087.74 

  加：营业外收入 762,984.89 32,758.57 

  减：营业外支出 1,647,652.58 1,193,781.9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39,192,963.18 72,134,064.40 

  减：所得税费用 -33,840,957.75 2,539,747.8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5,352,005.43 69,594,316.5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5,352,005.43 69,594,316.5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01,101,720.41 73,294,437.05 

  2.少数股东损益 -4,250,285.02 -3,700,120.5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54,878.96 85,353,066.0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956,773.52 85,417,016.31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214,323.94 86,257,599.23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

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214,323.94 86,257,599.23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

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171,097.46 -840,582.92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637,697.50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

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1,171,097.46 -1,478,280.42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1,894.56 -63,950.26 

七、综合收益总额 -104,397,126.47 154,947,382.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100,144,946.89 158,711,453.3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4,252,179.58 -3,764,070.7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757 0.05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57 0.0500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

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元。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267,808,480.46 99,503,372.73 

  减：营业成本 265,489,579.98 97,158,366.07 

    税金及附加 1,834,039.92 381,542.24 

    销售费用 1,331,662.52 636,130.26 

    管理费用 6,351,798.97 4,296,868.81 

    研发费用 1,861.15  

    财务费用 12,553,201.62 22,108,337.66 

     其中：利息费用 27,124,079.32 47,535,641.49 

        利息收入 13,880,041.28 27,421,510.48 

  加：其他收益 517,251.5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6,802,656.52 -7,305,735.8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2,569,112.93 -7,305,735.86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51,490,238.21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685,213.4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437,340.5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67,609,207.35 -31,946,267.6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4,700.00 0.18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7,623,907.35 -31,946,267.78 

  减：所得税费用 -16,905,976.84 -15,959,720.8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50,717,930.51 -15,986,546.9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50,717,930.51 -15,986,546.98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37,697.5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

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

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637,697.50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637,697.50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

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0,717,930.51 -15,348,849.4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其他内容不变，同时本次更正事项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更新后的文件已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司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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