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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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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01月01日———2021年0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V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2,000万元--18,000�万元 亏损：-10,110.1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8.69%�-�78.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6,000万元–-9,000�万元 亏损：-10,926.2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09%�-�17.6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元/股–-0.14�元/股 亏损：-0.0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1、产品创新研发的投入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加大了地氯雷他定口服溶液、氟非尼酮胶囊的 I�期临床

研究等项目的资金投入，研发费用化金额增加，预计对利润影响金额不低于-1,400万。

2、公司本报告期新增并表单位江苏普健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汉阔生物有限公司，相应管理费用增加

约1,000万。

3、公司持有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等股票。本报告期根据市场价格计量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对公司利润影响金额约-9,

800万元。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的生产经营受到了较大影响，以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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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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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00,313,977.32 2,445,289,306.23 -10.02%

营业利润 -729,261,148.29 -123,125,161.68 -492.29%

利润总额 -729,963,263.84 -123,189,643.18 -49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7,767,051.64 -159,134,465.45 -269.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12 -2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7% -3.51% -10.86%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254,785,528.61 10,776,931,047.26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20,372,499.30 4,458,455,733.21 -16.55%

股本 1,335,979,264.00 1,335,979,26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87 3.44 -16.5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公司及客户复工复产延迟；公司生产所需原料药、中间体大

幅涨价，导致生产成本上涨；全国医院提供诊疗服务、病人就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抗生素药品需求

严重下降，导致公司产品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

2、产品创新研发的投入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加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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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药物应急研发、人工耳蜗技术开发等项目的资金投入，研发费用化金额增加，

预计对利润影响金额不低于 1.2�亿元。

3、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盐城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和江苏汉阔生物有限公司停产，预计对利润影响

金额约1亿元。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根据测算后的预计信用损失率及按照

个别认定方式，针对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减值损失，预计对利润影响金额约 1.9�亿元。

5、公司部分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拟对该类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拟计提减值准备约6,000万元，具

体以最终评估报告为准。

6、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持有其

15.79%股权。 2019年公司确认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4.76�亿元。 2020年根据市场价格计量该

持有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此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利润影响金额约 1.1�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收

益约3.6亿元。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 2020�年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以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亏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21�年 1�月 30�日披露 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200�万元～-51,000�万元之间，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 1� 月 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海

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的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11）。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776.71万元与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 2020� 年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金额 -51,000万元存在 -7,

776.71万元差异，差异金额为业绩预告下限金额-51,000�万元的 15.25%。 主要系公司固定资产、长期股

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资产的减值损失变动所致。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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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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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4月14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董事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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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需要，公司拟接受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新

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控股” ）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民币5亿元，借款期限自2021年

04月07日起至2022年04月06日止，在上述借款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

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本次借款的资金主要用于海南海药主营业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长潘达忠先生担任医药控股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构

成关联关系，潘达忠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蔡浩杰先生在医药控股之控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的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构成关联关系，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聚焦医药主业，加快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的处置，回收资金。公司拟

与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关于《商品房认购协议》，解除该协议能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和

结构，回收资金，提高公司整体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对方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受深圳市

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为海南海药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副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为南方同正董事长，公司董事刘畅先生与刘悉承先生为父子关系，关

联董事刘悉承先生、刘畅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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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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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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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 4� 月 14�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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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3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30�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30日9：15～9：25，9：

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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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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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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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1�年 4�月 23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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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向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3、《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2和议案3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1�年 4�月 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 2021�年 4�月 15日于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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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向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3.00 《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

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药工业园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时间：2021年4月25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98-36380609

传真号码：0898-36380609

联系人：王小素、曾文燕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具体投票方式详见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七、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0566” ，投票简称为“海药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4�月 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 2021� 年 4� 月 30日召开的海南海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向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3.00 《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表决意见的“同意” 、“反对” 、“弃权” 相应框中打“√” 为准，每

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有

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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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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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海南海药” ）董事会于 2021� 年4月14日收到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赵月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常务副总经

理职务，辞职后，赵月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副总经理林健女士、王伟先生、白智全先生、黎刚先生、王伟琴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副

总经理职务，公司副总经理陈桂娥女士因已到退休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林健女士、

王伟先生、白智全先生、黎刚先生、王伟琴女士、陈桂娥女士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副总经理李昕昕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赵月祥先生、林健女士、王伟先生、白智全先生、黎刚先

生、陈桂娥女士、王伟琴女士辞去前述职位后仍在公司任职，故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运作产生重大

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5,000股，白智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7,656

股，其他辞职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王伟先生、白智全先生其所持公司股份在规定的期限内继续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公司及董事会对赵月祥先生、林健女士、王伟先生、白智全先生、李昕昕先生、黎刚先生、陈桂娥女士、

王伟琴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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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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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需要，为优化公司负债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接受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医药控股” ）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民币伍亿元，借款期限自2021年04月07日起至2022年04

月06日止，在上述借款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包含

本次借款，公司接受医药控股的财务资助总额度将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本次借款的资金主要用于海南海

药主营业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潘达忠先生担任医药控股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潘达忠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蔡浩杰先生

在医药控股之控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构成关联关

系，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AW798M

成立时间：2018年03月1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程爱民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楼31层01单元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药品、药用原料及辅料、食品添加剂、医疗器械研究；销售医疗器

械Ⅰ、Ⅱ类、日用品、化妆品；健康管理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批发药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

械、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药

品、销售食品、第三类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医药控股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100%

医药控股最近一年一期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8,250,095.12 12,209,944,490.86

负债总额 189,650,254.47 8,222,338,008.45

净资产 1,138,599,840.65 3,987,606,482.41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88,314.28 1,160,466,632.74

利润总额 -53,122,799.77 77,800,112.89

净利润 -53,156,999.62 56,868,723.24

经查证，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借款人）：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借人）：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第一条 协议项下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亿元整（小写） 500,000,000元。 该最高借款限

额可由借款人一次或多次申请；出借人有权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借款条件和出借人的经营状况，决定向借

款人一次或分次发放借款。

第二条 本协议项下的最高额借款发放期间自2021年04月07日起，至2022年04月06日止。 在上述约定的

借款发放期间和最高借款限额内，双方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具体发放的每笔借款的金额以相应的借

款借据（转账凭证作为付款依据）记载为准，借款人对此无异议。 借款借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第三条 本合同项下发放的借款，其到期日不得超过第三条约定的借款发放期间的截止日。

第四条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资金使用费为5.00%/年。

第五条 借款协议签订后，乙方根据甲方的借款申请金额在两个工作日内划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第六条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第七条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结算资金占用费的基数为每年360天，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按照每笔借

款的实际划款金额和该笔借款的实际占用天数计收资金占用费。

第八条甲方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可一次提前偿还全部借款，也可一次偿还部分借款，提前一次全部偿

还借款本金时，应结清资金使用费。 乙方可根据自身经营实际情况，提前1个月通知甲方偿还借款。

第九条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均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第十条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经甲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四、定价依据

根据双方平等、自愿协商，本次财务资助的定价原则：关联方向公司提供的现金财务资助，借款年化

利率5%。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保持经营稳定，

不存在损害海南海药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出售资产等安排。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此次向关联方借款，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有利于 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

低融资成本、保持经营稳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海南海药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合规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 议。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包含本次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13867

万元， 上述金额其中包括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民币13500万元， 具体详见

2021年3月3日、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

公告》。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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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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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7月26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自有或者自筹资金2.2亿元购买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药房地产” ）持有的海药花园一期A区9#楼其中的部分房产，计划购买房产的总

建筑面积不超过2万平方米，上述房产将用作公司核心人员激励，同时公司与海药房地产签署了《商品房

认购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 根据上述约定，公司已经支付了20,950万元预付款。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聚焦医药主业，加快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的处置，回收资金。公司本

次拟解除上述商品房认购协议，根据原协议约定，由海药房地产向公司返还全部购房款本金及全部房款

的10%，合计总金额为23,045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海药房地产与三年内分期全额支付上述应付金

额，并按照年利率4.75%计算收取每年应付金额的利息。

根据支付计划，三年内，海药房地产海药花园项目整体销售收入的15%将划归公司，用以向公司支付

上述返还本金、违约金及利息，各年度不足部分，甲方有义务以现金补齐差额。

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解

除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授权管理层全权签署办理相关协议。本次交易对方海药房地产的控股股东

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受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为

海南海药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悉承先生、董事刘畅先生回避本议案表

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469027201253936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2年10月14日

法定代表人：邱晓微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海大道135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发及经营，房屋销售及租赁，建筑安装，装饰装修工程，建材销售；花卉种植

经营。

2、股权结构：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海药房地产100%股权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海药房地产资产总额337,841,361.56元，净资产-70,789,092.75元，2020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5,727,136.79元，净利润-7,068,696.03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对方海药房地产的控股股东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受深圳

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为海南海药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5、经查证，海药房地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7MA6064FD3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刘悉承

注册资本：9905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四街57号

经营范围：房屋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

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室内外装潢工程设计、施工(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南方同正持有其100%股权。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正置业” ）资产总额352,

713,752.99元， 净资产-70,788,326.32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5,727,136.79元， 净利润-7,

065,733.51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对方海药房地产的控股股东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受深圳

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为海南海药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5、经查证，同正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名称：解除协议

甲方：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一）原协议的履行情况如下：乙方已自2018年起陆续向甲方预付了全额购房款2.095亿元，甲方尚

未进行商品房交付。

根据原协议的约定：乙方解除协议的，应当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应当自解除协议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退

还乙方已付全部房款，并自乙方付款之日起，按照全部房价款的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二）根据原协议的履行情况，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原协议，并确认，解除协议时间本

协议生效之日。

（三） 根据原协议第十条约定， 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全部购房款本金20950万元， 并支付全部房款的

10%即2095万元作为违约金。 合计甲方需支付总金额为23045万元。

（四）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分期支付上述购房本金及违约金，三年付清全部款项，并按照年利

率4.75%计算收取每年应付金额的利息。

三年内，甲方海药花园项目整体销售收入的15%将划归乙方，用以向乙方支付上述返还本金、违约金

及利息。

（五）支付计划

（1）甲方保证支付进度满足下列要求：

2021年12月31日前，支付不低于总计（3000）万元；

2022年12月31日前，支付不低于总计（5000）万元；

2023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所有未付款。

（2)各年度结算方式

如上述各年度，按甲方销售收入的15%划付不足偿付上述第（1）项约定的各年度数额，则甲方有义

务以现金补齐差额。

如上述各年度，按甲方销售收入的15%支付高于上述各年度数额，则按15%实际数额偿付，直至甲方

支付完毕所有购房款本金、违约金及每年应付的利息金额为止。

任一年度，甲方支付未达本年度约定数额，则未支付数额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息，直至补足未支付金额的本金、违约金及利息。

（六）担保方式

丙方同意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支付义务及实现债权费用等，包括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提供质

押担保。 并且同意将甲、乙、丙三方已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注：南方同正将其持有的丙方100%股权、

丙方将其持有的甲方100%股权质均押给乙方。）中的担保范围进行变更，增加本协议项下对应的主债务，

对质押担保事项进行补充约定，并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十日内签署具体的《补充协议》。

（七）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第二条约定的款项后，双方在原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终止，任一方均

不得再向另一方主张原协议项下权利。

（八）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各方同意，原合同自本协议生效

之日起解除并失效。 本协议生效后，由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

四、定价依据

根据原协议第十条约定， 由海药房地产向公司返还全部购房款本金20950万元， 并支付全部房款的

10%即2095万元作为违约金，合计海药房地产需支付总金额为23045万元。

五、本次交易担保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述双方拟签署的《解除协议》，本次交易的乙方支付义务及甲方实现债权费用，以海药房地

产、同正置业的股权质押作为担保。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21年4月13日出具的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

公司拟股权质押所涉及的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鹏

信资评报字[2021]第S056号），对海药房地产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的海药房地产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的市场价值为：44,118.85�万元。（详

见与本公告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海南海药：拟股权质押所涉及的海

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2020年12月25日公司与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及南方同正全资子公司重庆同正置业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及南方同正全资孙公司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及

部分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及债务抵偿协议》，根据该协议，海南海药及

控股子公司同意将特定债务人至2019年12月31日的债权本息净值合计为人民币446,362,578.91元转让

给南方同正，南方同正同意受让海南海药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上述目标债权，并以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正在开发的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东门岭地段海药花园） 项目未来三年销售收入的

35%作为目标债权转让对价。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12月10日披露

的《海南海药：关于签署债权转让及债务抵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2020年12月23日《海南海药：拟

接受销售收入抵偿债务所涉及的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在开发的房产项目未来三年销售收入

预测报告》等相关公告）

2021年2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债权转让及债务抵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同正置

业、海药房地产的股权均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聚焦医药主业，加快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的处置，回收资金。

七、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海药房地产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独立董事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协议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

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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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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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保证各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要，满足生产经营活动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3年。 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公司

直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万元）

1

海南海药股份

有限公司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98.42% 135,000

2 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2.55% 50,000

3 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84.67% 5,000

4 湖南海药鸿星堂医药有限公司 56.67% 2,000

5 江苏普健药业有限公司 56.41% 5,000

合计 197,000

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市制药厂”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984090386D

法定代表人：王俊红

成立日期： 1990年3月9日

注册资本：56,235.2031万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

经营范围：粉针剂（含头孢菌素类）、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片剂、胶囊剂、颗粒

剂（均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干混悬剂（均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软胶囊剂、滴丸剂、原料药（紫

杉醇、醋氨己酸锌、甘草酸二铵、炎琥宁）、产品开发、技术服务、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硬胶囊剂保健食品、二

类精神药品（地西泮片），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

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海口市制药厂98.42%的股权，海南交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口市制药厂1.58%

的股权。

公司本次拟为海口市制药厂提供担保13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包含

本次担保，公司为海口市制药厂提供担保的总额度最高不超过250,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62,792,026.56 4,272,519,078.21

负债总额 3,180,626,167.13 3,147,903,345.90

银行贷款总额 1,381,500,000.00 1,687,202,739.60

流动负债总额 2,884,082,030.74 2,897,199,423.6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182,165,859.43 1,124,615,732.31

负债率 72.90% 73.68%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8,932,292.03 775,396,848.72

利润总额 -548,015,689.34 -69,492,148.94

净利润 -460,760,617.38 -57,550,127.12

(二)�公司名称：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756211481E

法定代表人：刘悉承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01日

注册资本：53291.637万

注册地址：重庆市忠县忠州大道沈阳路1号

经营范围：生产：无菌原料药（头孢曲松钠、头孢噻吩钠、头孢西丁钠、头孢唑肟钠、美罗培南、氨曲南、

头孢拉宗钠、多尼培南、盐酸头孢替安、头孢替唑钠、头孢米诺钠、盐酸头孢匹罗、头孢硫脒、头孢孟多酯

钠）；原料药（多西他赛（抗肿瘤）、紫杉醇（抗肿瘤）、门冬氨酸鸟氨酸、头孢克洛、替比培南酯、埃索美拉

唑钠、卡培他滨（抗肿瘤））。 [按行政许可核定期限从事经营]；生产：颗粒剂（头孢菌素类）、粉针剂（含头

孢菌素类）、医药中间体（不含化学危险品和药品）；植物提取物初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天地药业82.55%的股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天地药业17.45%

的股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拟为天地药业提供担保5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

年；包含本次担保，公司为天地药业提供担保的总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38,152,061.31 3,298,017,390.40

负债总额 1,334,627,224.13 1,792,273,977.12

银行贷款总额 168,428,341.00 30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35,323,559.42 1,731,288,536.0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503,524,837.18 1,505,743,413.28

负债率 47.02% 54.34%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8,887,716.49 382,960,345.62

利润总额 163,591,396.92 4,647,087.70

净利润 137,181,062.61 2,509,276.10

(三)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声特”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763347627P

法定代表人：孙增军

成立日期：2004年06月14日

注册资本：16469.67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青黛路668号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生产 （限人工耳

蜗装置），医疗器械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南海药持有力声特84.67%的股权，其他9个股东持有其15.33%的股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拟为力声特提供担保5,000万元， 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包含本次担保，公司为力声特提供担保的总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0,031,291.64 378,400,507.27

负债总额 116,180,104.27 177,584,536.81

银行贷款总额 12,000,000.00 12,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10,757,370.20 161,635,154.5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203,851,187.37 200,815,970.46

负债率 36.30% 46.93%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595,324.25 44,491,298.44

利润总额 -19,325,452.10 -4,580,235.56

净利润 -15,809,324.03 -3,035,216.91

(四)湖南海药鸿星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药鸿星堂”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780851868W

法定代表人：姚守志

成立日期： 2005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9,900万人民币

住所：长沙市雨花区汇金路877号嘉华智谷产业园第Q1、A2、A3栋601、602、603房

经营范围：医药原料、医药辅料、一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

械、医疗实验室设备和器具、生物制品、中成药、西药、办公用品、卫生消毒用品、医学教学仪器、食品、保健

品、中药饮片、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饮料、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用

品、熔喷布、乳制品、中药材、化工产品的销售；生物制品、办公用品的批发；五金产品的零售；中医药文化

推广；市场调研服务；医疗器械技术推广服务；医药学术推广服务；中医药文化服务；医疗诊断、监护及治

疗设备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

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海南海药持有海药鸿星堂56.67%的股权，自然人鲁嘉宁持有海药鸿星堂43.33%的股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拟为海药鸿星堂提供担保2,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

年；包含本次担保，公司为海药鸿星堂提供担保的总额度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007,230.72 95,626,854.85

负债总额 107,371,025.00 80,521,298.12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107,371,025.00 80,521,298.1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8,636,205.72 15,105,556.73

负债率 85.21% 84.2%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665,055.14 50,864,989.60

利润总额 -1,781,942.12 -4,209,009.75

净利润 -1,774,441.34 -3,530,648.99

(五)江苏普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普健”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2MA1X3NWU75

法定代表人：杨思卫

成立日期： 2018年8月27日

注册资本：11,167.84万人民币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滨海医药产业园丹桂路8号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除危险化学品），药品技术研发及其技术转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南海药持有江苏普健30.54%的股权，江苏汉阔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普健37.61%的股

权，天地药业持有江苏普健25.87%的股权，滨海医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普健5.98%的股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拟为江苏普健提供担保5,000万元， 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

年；包含本次担保，公司为江苏普健提供担保的总额度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同时，为控制担保风险，江

苏普健的其他股东应按其持股比例为海南海药提供反担保。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979,000.79 334,200,134.28

负债总额 74,725,271.89 34,492,333.61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74,725,271.89 34,492,333.6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8,253,728.9 299,707,800.67

负债率 90.05% 10.32%

2019年1-12月（未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746,271.10 -1,382,594.14

净利润 -746,271.10 -1,382,594.1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在上述审批的担保额度内将给予上述担保对象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金额及担

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前述担保尚需银

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 公司将根据各子公司资金使用需求情况与相关金融机构逐笔签订担保合

同，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查证，本次担保对象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为各控股子

公司必要的资金需求提供担保，有利于被担保公司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升其经营效率，保持经营稳

定。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目前部分项目

尚处于在建和拟建阶段，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进展情况，统筹安排融资计划和融资额度。

（一）海口市制药厂的其他股东———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按照其与公司签订的投资

合同约定，不参与海口市制药厂日常经营，不向海口市制药厂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海

口市制药厂利润分配，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约定收取固定投资回报或者财务顾问费用，合同到期后公司

按照约定回购海口市制药厂股权，因此本次担保其不提供反担保措施。

（二） 天地药业的其他股东———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按照其与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约

定，不参与天地药业日常经营，不向天地药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天地药业利润分配，

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约定收取固定投资收益，合同到期后公司按照约定回购天地药业股权。 因此本次担

保其不提供反担保措施。

（三） 海南海药持有力声特84.67%的股权，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刘悉承先生持有力声特

0.97%的股权，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力声特4.37%的股权，其他7个股东持有力声特9.99%的股权。 本次对力声特提供担保，刘悉承先生、重

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他7个股东应对力声特提供同比例担保或者提供反担保措施。

（四）海南海药持有海药鸿星堂56.67%的股权，自然人鲁嘉宁持有海药鸿星堂43.33%的股权。

为控制担保风险，海药鸿星堂的其他股东应按其持股比例为海南海药提供反担保。

（五） 海南海药持有江苏普健30.54%的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地药业持有江苏普健25.87%的股

权， 江苏汉阔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普健37.61%的股权， 滨海医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普健

5.98%的股权。 为控制担保风险，江苏普健的其他股东应按其持股比例为海南海药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度为326,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73.12%。 此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存在逾期担保13985

万元（详见2021年3月31日披露的《海南海药：关于向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及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司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1-1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参股公司部分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1年4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平台减持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水产” ）1839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国联水产56,866,548股，占其总股本6.18%。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2163万元，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1622万元（未经审计）。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21-022

债券代码:122255� � �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6� � � � � �债券简称:14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7� � � � � �债券简称:14赣粤02

债券代码:136002� � � � � �债券简称:15赣粤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现将公司2021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公司2021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342,919,508.54元。

2021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昌九高速 102,448,741.62

昌樟高速 64,423,336.24

昌泰高速 73,600,955.00

九景高速 54,775,734.80

彭湖高速 16,356,690.98

温厚高速 11,516,007.25

昌奉高速 9,901,036.99

奉铜高速 9,897,005.66

合计 342,919,508.54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 自执行“营改增” 政策后，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

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1601�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21-02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

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954.17亿元、人民币432.92亿元注。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注：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数

据。

股票代码：300808� � � � � � � � �股票简称：久量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9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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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044011397，发证日期为

2020年12月9日。

依据相关规定， 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即按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 � � �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1-05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050万元至1,550万元 亏损：2,238.4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导致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因涉及违规担保等诉讼纠纷案件判决，公司计提预计损失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2021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74� � � � � � � � �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1-031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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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500万元–1,000万元 亏损：1,827.3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49元/股–0.0297元/股

亏损：0.054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积极开拓电梯细分市场领域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公司的订单有一定的增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

销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均有较大增长， 致使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亏损

800-1300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21年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

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