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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17-072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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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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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晖 王小素   钟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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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8653568 0898-68653568 

电子信箱 hnhy000566@21cn.com hnhy000566@21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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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202,883.05 761,538,224.56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576,052.11 114,600,944.43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262,198.55 84,345,140.30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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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181,983.26 -23,137,681.85 -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0 0.11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0 0.11 -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4.87%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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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2,113,838.26 9,607,288,032.75 1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46,096,948.31 5,428,698,921.89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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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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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 455,355,676 231,126,868 质押 231,126,868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利 36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00% 133,597,926 0   

国投泰康信托

有限公司－国

投泰康信托瑞

福 1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3.37% 44,981,468 0   

海口富海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1% 42,875,220 0 质押 41,777,192 

君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3.17% 42,29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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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13,082,500 13,082,500   

国投泰康信托

有限公司－国

投泰康信托瑞

福 6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0.98% 13,063,820 0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浦发绚

其他 0.95% 12,673,734 12,67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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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1 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浦发绚

丽 2 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95% 12,673,733 12,673,733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浦发绚

丽 4 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95% 12,673,733 12,673,7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悉承自 2017 年 5 月 4 日起向除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外的

其他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并通过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36 号单一资金信托实

施本次要约收购。除此之外，前 10 名股东中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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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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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海南海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17 海药 01 112533 2022 年 06 月 23 日 128,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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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0.56% 41.40% 9.1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6 3.45 -31.5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从医药行业药品领域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到流通领域

的两票制，再到医疗领域的分级诊疗体系，及医保目录调整等措施的不断实施，制药企业将加速分化，未

来医药市场将会转向以创新药或者高质量的仿制药为主，同时医疗服务将更注重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 

公司根据2017年度经营计划的部署，稳健发展传统制药业务，优化管理架构，加快推进研发创新，推

进医院投资项目，拓展医疗服务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加快推动新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 

公司继续推进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奥美拉唑碳酸氢钠干混悬剂Ⅱ期临床试验，并确定氟非尼酮、

多立培南、替比培南等产品临床研究方案及计划。报告期内，公司筛选的部分仿制药品也正按计划开展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研究开发工作。 

（二）推进再融资项目，为公司后续发展注入资金支持 

公司于2017年1月4日完成2017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工作，发行总额为5亿元；

2017年5月17日完成2017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工作，发行总额为5亿元；2017年3月

22日完成了2017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总额5亿元；2017年6月27日，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完成发行，募集资金规模13亿元。  

（三）搭建投资管理平台，完善内控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管理架构，一方面完善公司投资机制，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药投资有限

公司将公司整体对外投资项目进行统筹管理，严控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不断优化公司管理结构，梳理和完

善内控制度建设。 

（四）进一步储备医疗产业项目，拓展医疗服务产业 

国家医疗改革进一步深化提速，医疗服务行业迎来健康发展重大时机，公司将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历

史机会，加大力气拓展医疗服务业务，发挥产业资本优势，植入新兴的管理和激励理念，促进医疗服务板

块与其他大健康业务形成良好的互补。 

公司旗下鄂钢医院上半年完成收入5790万元，其收入结构不断优化，收购后管理整合初见成效。 

控股子公司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上半年持续推动各项工程建设，争取年内顺利开业。 

（五）中药产业板块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司通过建设中药材交易和存储平台，整合中药产业上下游资

源，通过收购中药饮片厂及中药材公司，并以部分中药材品种经营为突破口，建立行业标准，努力发展成

为区域龙头。 

（六）互联网医疗板块 

参股企业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推进贵州省人口健康平台项目建设等重点项目，参股公司湖

南金圣达空中医院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也不断深化和扩大与医疗机构的合作，不断扩大远程心电、远程病理、

远程影像、远程疑难病会诊、远程胎心监护等业务，公司将进一步把握医改和全民健康的政策规划，整合

各类医疗信息资源，通过信息化手段，打破各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医联体模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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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同时对个体提供配套服务，带动各板块业务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320.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22%；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1357.6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8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公司对2017年1月1日起新增的政府补助进行了梳理，将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利润

表列报项目及结构作出的调整，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或股东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上半年，新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为新设湖南佰成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和桂林海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