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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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程爱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勇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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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26,221.61 755,828,955.92 -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101,720.41 73,294,437.05 -23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09,262,145.58 64,122,311.88 -27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757,670.91 -31,865,006.93 -20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7 0.0500 -25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7 0.0500 -25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1.5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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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6,527,075.15 10,776,931,047.26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65,935,112.57 4,458,455,733.21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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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541,8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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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552.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384,643.6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480,748.9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948,408.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1,667.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09,998.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47,314.62

合计 8,160,42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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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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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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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同实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23% 296,989,889 0 质押 42,999,799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6% 138,365,787 130,82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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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33,597,926 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其他 3.02% 40,294,844 0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38,614,138 0

胡景 境内自然人 1.89% 25,3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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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邵晟 境内自然人 0.91% 12,188,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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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 9,39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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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7,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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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 296,989,889 人民币普通股 296,989,88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号单一资

金信托

133,597,926 人民币普通股 133,597,926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40,294,844 人民币普通股 40,294,84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8,614,138 人民币普通股 38,614,138

胡景 25,31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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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2,500

邵晟 12,1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8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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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6,533 人民币普通股 9,396,533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7,539,887 人民币普通股 7,53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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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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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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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

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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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同正-西部证券-17同正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可交债的担保信托专户。 除此之

外，前10�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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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10名股东中，胡景通过信用账户持有25,315,1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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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增减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2,634,343.79 26,825,873.86 -52.90% 主要系本报告期使用应收票据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337,133,500.40 482,208,268.63 -30.09%

主要系上年度公司在营销模式转型过程中根据新的渠道市场战略预期目标进行提前

备货以及公司为应对目前原料市场由于受环保因素影响以致货源紧缺和原料价格波

动等状况,控制采购缺货成本，进行原料采购储备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7,750,175.66 68,165,168.24 87.41%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243,167.58 413,005.02 -41.12%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前期计提的银行借款利息所致。

递延收益 17,560,758.38 57,800,891.84 -69.62%

主要系本服告期公司处置子公司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股权后该公司不

再参与并表以致该项目金额较期初减少。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营业收入 502,626,221.61 755,828,955.92 -33.50%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药品终端需求严重下降，导致公司产品销量下降以致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销售费用 203,214,400.43 152,437,643.29 33.31%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销售难度增加以及公司销售模式进行大幅调整，增加自

营团队建设、加大加强市场推广和市场开发力度，从而导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研发费用 11,941,161.06 2,291,758.76 421.05%

主要系本报告期派恩加滨原料及制剂I期临床研究、 氟非尼酮胶囊的I期临床研究、抗

新型冠状病毒T611仿制药研究等项目费用化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2,970,226.40 60,113,786.14 -61.79%

主要系本报告期取得“疫情债”贷款利率较低，利息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且利息收入

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710,552.87 1,092,253.09 148.16%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较上年同期增加收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资金、

围墙补偿款等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以“－” 号填列）

15,957,632.31 -15,464,244.82 203.19%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子公司郴州东院确认1300万收益、 收到常州平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利613.55万元及新华信托-华穂19号信托产品收益319.17万

元等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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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

主要系上期末将联营企业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份股权转让后以交易性金融资产

进行核算不再用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以及重庆亚德、金圣达等联营企业投资收益较去

年同期增长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961,672.92 11,606,623.56 -254.75% 主要系本报告期中国抗体股票公允价值变动亏损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2,798,450.11 427,827.87 554.11%

主要系本报告期原料药价格上涨，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冲回上期末计提的存货跌价损

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

填列）

-3,717.95 165.00 -2353.30%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762,984.89 32,758.57 2229.12%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上海力声特较上年同期增加收到听力基金公益非限定性补助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47,652.58 1,193,781.91 38.02%

主要系本报告期为抗击“新冠” 疫情，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对外捐赠药品及口罩等物

资所致。

所得税费用 -33,840,957.75 2,539,747.87 -1432.45% 主要系本报告期因海药股份、海口市制药厂等公司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9,757,670.91 -31,865,006.93 -213.06%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收到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子公司海

口市制药厂新增采购口罩生产线所需原料包材支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5,042,888.02 -432,896,695.14 59.56%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定期存款、赎回理财投资等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及本报告期收到

转让子公司郴州东院股权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9,997,356.07 352,688,023.08 41.77%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收到疫情债贷款及郴州东院归还借款本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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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

2019年4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南方同正、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及刘悉承先生之配偶邱晓微

女士，与国务院国资委实际控制的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控制权收购协议》、《表决权让渡

协议》等。

2019年12月24日，南方同正协议转让给华同实业的海南海药无限售流通股107,999,799股股份已完

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2020年2月27日，南方同正已将其持有的公司203,029,776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0%）转让给华同实业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已将其持有的华同实业100%股权转让给医药控

股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0年3月13日，华同实业已经全部受让“17同正EB” 剩余的全部债券，并完成换股93,960,113股

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7.03%。

截至2020年3月13日， 本次控制权收购事项已经完成， 医药控股通过华同实业间接持有公司296,

989,889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2.23%，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400,660,181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29.99%，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刘悉承先生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控制权变更事项公告。

2.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 2020年3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经完成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25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

2020年2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和2020年2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疫情防控债），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公司债尚未发行。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

票

600829 人民同泰

337,

434,

138.15

公允价值

计量

173,

421,

312.90

29,496,

880.20

0 0 0

29,496,

880.20

202,

918,

193.1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境内外股

票

300281 金明精机

151,

391,

278.11

公允价值

计量

105,

931,

513.94

4,223,

183.28

0 0 0

4,223,

183.28

110,

154,

697.2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境内外股

票

无 其他

66,

5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3,

400.00

87,

420.00

0

51,

780.00

50,

858.06

99,

238.06

113,

56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境内外股

票

无 其他

9,985,

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333,

000.00

0 0

9,652,

000.00

9,452,

000.00

1,446.82

533,

000.00

债权投资 自有

境内外股

票

03681.

HK

中国抗体

41,732,

042.64

公允价值

计量

482,

139,

543.51

-51,

490,

238.21

0 0 0

-51,

490,

238.21

430,

649,

305.2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合计

540,

608,

958.90

--

761,

838,

770.35

-17,

682,

754.73

0.00

9,703,

780.00

9,502,

858.06

-17,

669,

489.85

744,

368,

755.6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8,484.57 28,484.57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5,350 29,250 0

合计 63,834.57 57,734.57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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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0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咨询公司及旗下公司生产、经营、研发及新冠

疫情影响相关的情况

2020年03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咨询公司及旗下公司生产、经营、研发及新冠

疫情影响相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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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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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日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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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898-68656780 0898-68656780

电话 0898-68653568 0898-6865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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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围绕大健康已初步形成了集药品研发制造、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互联网医疗及医疗服务几大板

块的布局，目前以药品及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

1、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六个系列，分别为头孢制剂系列、肠胃药系列、肿瘤药系列、人工耳蜗系列、原料

药和中间体系列及其他产品。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类别 产品 主治功能/产品用途

头孢制剂

注射用

头孢西丁钠

敏感的细菌引起的上下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腹膜炎、及其它腹腔内、盆腔内感染、败血

症、妇科感染、骨和关节软组织感染、心内膜炎等

注射用

头孢唑肟钠

敏感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腹腔感染、盆腔感染、败血症、皮肤软组织感染、骨和

关节感染、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脑膜炎和单纯性淋病等

注射用

头孢呋辛钠

敏感的细菌所致的呼吸道及耳鼻喉感染、泌尿道感染、皮肤及软组织感染、败血症、脑膜炎、

淋病、骨及关节感染等

注射用

头孢孟多酯钠

敏感细菌所致的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胆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以及败血

症、腹腔感染等

注射用

头孢曲松钠

敏感致病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尿路、胆道感染，以及腹腔感染、盆腔感染、皮肤软组织感

染、骨和关节感染、败血症、脑膜炎等

头孢克洛颗粒 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耳鼻喉科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肠胃康 肠胃康系列 急性胃肠炎、食滞胃痛等

紫杉醇 紫杉醇注射液 卵巢癌、乳腺癌、头颈癌、食管癌，精原细胞瘤，复发非何金氏淋巴瘤等

人工耳蜗

REZ-I型人工耳蜗 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成人语后耳聋

LCI-20PI型人工耳蜗植入体、

LSP-20B人工耳蜗声音处理器

适用于年龄在6周岁以上（含6周岁）的双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语后聋患者

原料药及其中间体

7-ANCA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中间体，可用于生产加工头孢唑肟等

头孢西丁钠 用于生产头孢西丁钠制剂

头孢西丁酸 用于生产头孢西丁原料

头孢唑肟钠 用于生产头孢唑肟钠制剂

氨曲南 用于生产氨曲南制剂

美罗培南 用于生产美罗培南制剂

其它

注射用氨曲南

敏感需氧革兰阴性菌所致的各种感染，如：尿路感染、下呼吸道感染、败血症、腹腔内感染、妇

科感染、术后伤口及烧伤、溃疡等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注射用美罗培南

由单一或多种对美罗培南敏感的细菌引起的感染：肺炎（包括院内获得性肺炎）、尿路感染、

妇科感染（如子宫内膜炎和盆腔炎）、皮肤软组织感染、脑膜炎、败血症等

注射用维生素C 坏血病、特发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等

2、医疗服务：主要是控股子公司鄂州康禾医院管理公司旗下的三级乙等综合医院鄂钢医院开展的综

合医疗服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并根据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开展经营

活动。

1、采购模式

公司以销售预算、生产计划及原材料安全库存量为依据编制采购计划，向市场招标进行采购，通过比

质比价择优采购。 物料验收合格后，采购部门核对单据无误后通过ERP系统启动结算流程。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实行以销定产的方式，生产计划按照客户需求、销售计划及安全库存标准制定。

各生产子公司对产品的制造过程、工艺纪律、卫生规范、质量控制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管

理。

3、销售模式

（1）制剂及中成药销售模式

公司直接参与各地区药品招标，中标品种按国家规定的两票制执行销售，通过配送公司将药品配送

到医院。 公司一级经销商遍布全国，再辅以学术推广，形成较为完整的营销网络。 公司部分肠胃康药品以

与国外经销商合作的形式对外出口。

（2）原料药及中间体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参展、拜访等方式，对公司产品进行市场推广，征集客户需求；直接参与下游客户就某

些采购量较大的原材料组织的招标活动。 目前，公司医药原料药和中间体已经积累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市

场信誉，公司部分原料药和中间体产品向国外贸易商或制药公司出口。

（3）人工耳蜗销售模式

人工耳蜗产品主要采用直销和分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上海力声特已在上海、北京、湖南、江苏、山东

等省市设立近100家人工耳蜗手术中心，其中2019年新增13家。

此外，上海力声特在上海、北京、安徽、河南、山东、吉林、山西、广东、广西等地区建立了营销服务网

点，负责人工耳蜗销售及维护、升级工作，在直销覆盖区域外通过经销商销售。 同时，市场推广方面线上线

下相结合，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以及耳鼻喉科及听力行业学术会议进行市场推广，

提升了品牌和公司影响力。

（三）已进入注册程序的药品名称、注册分类、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注册所处的阶段、进展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注册分类

适应症/

功能主治

注册所处

的阶段

进展情况

1 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液 化药6类

急、 慢性肝病引发的血氨升高及治

疗肝性脑病

补充资料提交 专业审评中

2 替格瑞洛片 化药4类 抗凝血药 注册申报阶段 专业审评中

3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化药4类 抗感染 注册申报阶段 提交注册资料

4

阿莫西林胶囊0.25g一致性

评价

补充申请 抗感染 注册申报阶段 专业审评中

5

阿莫西林胶囊 0.5g一致性

评价

补充申请 抗感染 注册申报阶段 提交注册资料

6 氟非尼酮原料及制剂 化药1类 肝纤维化 临床试验

完成I期单剂量研究，启动多剂量研

究

7 派恩加滨原料及制剂 化药1类 抗癫痫 临床试验 I期临床启动准备工作

2、已获得的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主要产品注册证

序号 名称 类别 临床用途

注册证

有效期

备注

1 人工耳蜗（REZ-I） 三

用于双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成人语后

聋患者。

2020.12.15 国械注准20153462240

2

人工耳蜗语音处理器

（LSP-10A）

二

与REZ-I型人工耳蜗植入装置配套使用，用于双

耳重度或极重度聋，病变部位定位于耳蜗的18周

岁以上（含18周岁）的语后聋患者。

2022.04.25 沪械注准20172210307

3

人工耳蜗Mapmanagement

调试系统（LST-MAP-A）

二

产品用于对本公司生产的人工耳蜗（型号：

REZ-I）进行调试及数据管理。

2020.06.25 沪械注准20152460411

4

人工耳蜗语音处理器

（LSP-20A）

二

产品配合本单位的具有有效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人

工耳蜗植入体（LCI-20PI型），通过麦克风采集外

界声音信号，处理、编码并传输至植入体以产生电

刺激信号刺激听觉神经。

2024.2.2 沪械注准20192120027

5

人工耳蜗声音处理器

（LSP-20B）

二

产品配合本单位的具有有效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人

工耳蜗植入体（LCI-20PI型），通过麦克风采集外

界声音信号，处理、编码并传输至植入体以产生电

刺激信号刺激听觉神经。

2024.5.28 沪械注准20192120263

6 人工耳蜗植入体(LCI-20PI) 三

适用于年龄在6周岁以上（含6周岁）的双耳重度

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语后聋患者

2024.5.14 国械注准20193120322

7

人工耳蜗调试系统

（LST-MAP-B）

二

产品共上海力声特学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工耳蜗产

品调试使用，适用于REZ-I,LCI-20PI型人工耳蜗

产品

2023.11.20 沪械注准20182120339

3、已纳入省级、国家级的《医保药品目录》的主要产品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发明专利

起止期限

所属注册

分类

是否属于

中药保护品种

注射用

头孢西丁钠

敏感的细菌引起的上下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腹膜炎、及其它腹腔内、盆腔内

感染、败血症、妇科感染、骨和关节软组织感染、心内膜炎等

杂 质 控 制 专 利

2009.5.14-

2029.5.14

化药四类 否

注射用

头孢唑肟钠

敏感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腹腔感染、盆腔感染、败血症、皮肤软组织

感染、骨和关节感染、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脑膜炎和单纯性淋病等

无 化药6类 否

注射用

头孢呋辛钠

敏感的细菌所致的呼吸道及耳鼻喉感染、泌尿道感染、皮肤及软组织感染、败血

症、脑膜炎、淋病、骨及关节感染等

无 化药6类 否

注射用头孢

孟多酯钠

（注）

敏感细菌所致的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胆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

以及败血症、腹腔感染等

工 艺 专 利

2013.1.11-

2033.1.11

化药6类 否

注射用

头孢曲松钠

敏感致病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尿路、胆道感染，以及腹腔感染、盆腔感染、皮肤

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败血症、脑膜炎等

无 化药6类 否

头孢克洛颗粒 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耳鼻喉科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工 艺 专 利

2013.5.24-

2033.5.24

化药6类 否

枫蓼肠

胃康颗粒

清热除湿化滞。 用于急性胃肠炎，食滞胃痛等

工 艺 专 利

2009.2.11-

2029.2.11

中药四类 是

紫杉醇

注射液

卵巢癌、乳腺癌、头颈癌、食管癌，精原细胞瘤，复发非何金氏淋巴瘤等

工 艺 专 利

2009.5.31-

2029.5.31

化药二类 否

注射用

氨曲南

敏感需氧革兰阴性菌所致的各种感染，如：尿路感染、下呼吸道感染、败血症、腹腔

内感染、妇科感染、术后伤口及烧伤、溃疡等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工 艺 专 利

2012.9.18-

2032.9.18

化药6类 否

注射用美罗培南

适用于敏感菌引起的感染：肺炎（包括院内获得性肺炎）、尿路感染、妇科感染

（如子宫内膜炎和盆腔炎）、皮肤软组织感染、脑膜炎、败血症。

无 化药6类 否

注射用维生素C

维生素类药。用于防治坏血病，各种急慢性传染性疾病及紫癜等辅助治疗，慢性铁

中毒的治疗，特发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治疗等。

工 艺 专 利

2012.4.24-

2032.4.24

化药6类 否

[注]：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纳入河北、黑龙江、辽宁、山东、西藏、湖北、河南、安徽、内蒙古、新疆、广东、

湖南、海南、贵州省级医保药品目录，其他主要品种（不含人工耳蜗、原料药及其中间体）均进入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 报告期内，无主要药品新进入或者退出省级、国家级医保目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2,445,289,306.23 2,471,770,221.96 -1.07% 1,824,521,59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134,465.45 119,569,203.64 -233.09% 86,626,63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27,363,383.58 -666,930.60 -93,967.27% -24,124,69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59,095.60 -508,955,140.67 61.54% 526,479,21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233.33%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233.33%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2.53% -6.04% 1.64%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 10,776,931,047.26 10,336,406,520.68 4.26% 10,547,363,34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8,455,733.21 4,608,365,842.41 -3.25% 4,853,998,072.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5,828,955.92 652,014,124.00 525,868,322.47 511,577,90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294,437.05 7,780,288.38 42,032,532.29 -282,241,72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4,122,311.88 -4,854,953.36 34,341,984.00 -720,972,72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65,006.93 151,506,026.32 -112,065,879.56 -203,334,235.4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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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0,5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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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 225,855,877 130,825,900

质押 224,245,900

质押 3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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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同实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08% 107,999,799 0 质押 107,999,799

南方同正－西部证

券－17同正 EB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60% 101,500,000 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其他 3.02% 40,294,844 0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38,614,138 0

胡景 境内自然人 1.61% 21,453,000 0 质押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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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邵晟 境内自然人 0.87% 11,598,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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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10,146,5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号单一资金信托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实施部分要约收购而设立的信托计划；2017

年10月19日，“南方同正-西部证券-17同正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可交债的担保信托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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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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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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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医药各项政策密集出台，医药行业改革节奏加快，带量采购政策日趋常态化，行业整体增速

放缓。 面对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海南海药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主业，调整产业布局，强化结构性实力，巩

固核心业务，提高产业链效应，稳步推进研发创新，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成长性的产品梯队。

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换股完成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刘悉承先生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公

司将借助于中央企业先进的管理体系，构建规范合理的组织架构，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紧跟市场发展趋

势，提升技术、管理水平及服务质量，不断增强公司竞争优势。

2019年度工作总结

（一）顺应市场调整营销模式，深挖产品潜力

2019年，公司销售模式由原有的单一招商模式逐步调整为以自营+招商共存模式为主，并启动基层

和终端市场下沉，加大产品空白市场的覆盖，深入挖掘产品潜力销量。 一方面通过多种类型学术推广活

动，提升产品和企业品牌形象及知名度；另一方面，建立并完善产品推广策略、产品数据库和推广工具。此

外，围绕产品涉及的肿瘤、感染、消化系统几大领域构建专家网络。扩大营销团队的中坚力量，各省区下设

专业区域学术推广人员提供支持协作。

（二）持续推进创新药物研发，及加快成果转换

1. 通过与中国抗体的投资合作， 由梁瑞安博士为首的专家团队研发并获得全球PCT专利原创新药

SM03，主要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肿瘤及免疫系统疾病，且为全球原创新药。 其中，主治类风湿关节炎

的生物制品，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患者招募即将完成。 其他淋巴瘤、红斑狼疮两适应症计划进入Ⅱ期临

床。 中国抗体的SM03研究项目已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 立项。 抗肿瘤及治疗免疫系统

疾病的新药SM09、SM06、TNF2等正在进行临床前研究。 中国抗体已于2019年11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IPO募集金额约12.7亿港币。

2.与中南大学合作研发的肝纤维化治疗药———国家1.1类新药氟非尼酮，已完成单次给药剂量耐受性

试验和食物对药代动力学影响试验，开展多次给药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该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化合物已获得PCT专利，并得到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立项支持。

3. 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研发的基于新靶点的难治性癫痫治疗药———国家1.1类新药派恩加

滨，已获得药品临床批件，确定临床研究机构及CRO，拟定I期临床试验方案。 该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化合物已获得PCT专利，并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

（三）推进仿制药和一致性评价工作，加快新产品上市

心血管类过十亿的品种替格瑞洛片2019年已完成注册申报，预计2021年可以上市。 为丰富公司抗生

素产品管线，注射用头孢美唑钠也已完成注册申报，新型β内酰胺酶抑制剂阿维巴坦已完成原料药实验

室中试生产，完成车间改造，即将开展生产车间放大生产，其他抗生素仿制药产品利奈唑胺、多利培南、法

罗培南等均在按进度进行。

公司已优选品种， 先期启动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 其中基药目录品种阿莫西林胶囊

0.25g规格已完成申报；阿莫西林胶囊0.5g规格已完成BE试验；盐酸米诺环素胶囊已完成验证批生产，开

展BE试验。

公司注射剂重点品种均已启动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其中美罗培南、氨曲南、头孢西丁、头孢唑肟均

完成了原料药和制剂工艺研究和质量研究。 注射用头孢他啶、紫杉醇注射液等均按进度计划开展后续的

各项研究工作。注射用头孢地嗪钠已完成生产技术和检测方法转移，实现商业批生产，并立项启动一致性

评价研究。

（四）力声特新一代产品上市，国产人工耳蜗再迈新台阶

2019年5月，力声特新一代人工耳蜗产品植入体LCI-20PI及声音处理器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各项

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力声特国产人工耳蜗采用独特的MTone言语处理编码策略，对比国外人工

耳蜗产品的创新点是，可以分辨四声，更适合汉语声调语言。

在国产人工耳蜗开发过程中,公司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芯片、编码策略、植入电极设计等所有核心技

术。 2019年获得国家专利授权11项，目前共有68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7项，形成了人工耳蜗技术的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2019年力声特入选“上海市专利示范企业” 。

2019年，公司积极拓展市场，新增手术中心13家，目前共98家，在上海、北京、安徽、河南、山东、吉林、

山西、广东、广西等地区建立了营销服务网点。 同时，市场推广方面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网站、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以及耳鼻喉科及听力行业学术会议进行市场推广，提升了品牌和公司影响力。

（五）夯实中药材板块基础，推动规模化经营

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司旗下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的业务发展实现稳步增长， 目前已收储货物

7000多吨，仓储面积的使用率近60%。湖南柳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全面实行差异化生产经营，现已获得16

个毒性饮片的生产资质，毒性饮片的年生产规模达1000吨，成为湖南省最大的毒性饮片生产企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肠胃康 205,823,574.59 159,006,970.04 77.25% 31.86% 28.68% -1.91%

头孢制剂系列 765,289,644.15 559,926,637.62 73.17% -1.32% -12.77% -9.60%

其他品种 701,208,681.42 439,126,675.82 62.62% -5.86% -6.11% -0.17%

原料药及中间体 577,410,520.34 37,390,904.81 6.48% -7.82% -28.81% -1.9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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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

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

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小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4,271,432.52 -54,271,432.52 -54,271,432.52

交易性金融资产 997,549,105.41 997,549,105.41 997,549,105.41

应收票据 38,266,800.67 -38,266,800.67 -38,266,800.67

应收款项融资 38,266,800.67 38,266,800.67 38,266,800.67

其他流动资产 243,654,805.9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43,654,805.9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77,688,680.88 -1,077,688,680.88 -1,077,688,680.8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34,411,007.99 334,411,007.99 334,411,007.99

其他综合收益 -255,944,904.23 261,393,478.41 261,393,478.41 5,448,574.18

未分配利润 579,302,547.48 -261,393,478.41 -261,393,478.41 317,909,0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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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广州瑞海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注销

琼海博鳌国医汇慢性疾病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处置

海南海优细胞免疫治疗研究有限公司 处置

南京云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处置

昆明烽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处置

昆明云杏血液透析有限公司 处置

南京云杏血液净化服务有限公司 处置

云杏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处置

湖南海怀茯苓有限公司 注销

本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范围：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湖南海药鸿星堂医药有限公司、桂林海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海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海药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维可欣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海南寰太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寰太生物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盐城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天一医药有限公司、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院有限公司、长沙海药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司、湖南海涟湘

玉中药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佰成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廉药药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柳城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湖南养身堂贸易有限公司、鄂州康禾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力声特神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恒佳医疗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力声特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药营销咨询有限公司、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哈德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海药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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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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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程爱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19年年度报告》中的

“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 和“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蔡东宏先生、孟兆胜先生、曾渝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19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述职报告。 独立董

事将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述职。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年度报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4,648,721.64元。

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27,873,011.88元， 按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22，787，301.19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6，433，090.54元， 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98，652，

620.15�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事先核查同意后，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限一年，年度决算审计费用将在110万元（不含

税）基础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在60万元（不含税）基础上，结合公司所属子公司的变动情况予以确定。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

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结合各金融机构对公司的授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计划2020年

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4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业务， 适用期限为自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和金融机

构授信额度制定具体的融资计划及签署正式授信协议。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计划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20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计划》。

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十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十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份进行

处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和资金使用规划， 结合证券市场状况并考虑公司资产配置状况及经营、投

资活动资金的实际需求，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对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明精机、人民同泰

股票择机进行处置。 公司将按相关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本议案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本次处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所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此议案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拟于2020年5月28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0-039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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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已于2020年4月21日以书面

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由监事会主席张增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达成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未发现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年度报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年年度报

告》。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了

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在2019年度审计报告和内部

控制审计过程中能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较好地完成

了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限一年。

此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公司内

部控制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和存储募集资金，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

务，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九、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本次延期不属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

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未发现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同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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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交易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20年5月21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8、审议《关于与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拟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听取《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对持股5%以下（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

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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