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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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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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67,296,20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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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普瑞 股票代码 002399SZ、09989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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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风奇 张文譞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传真 0755-86142889 0755-86142889 

电话 0755-26980311 0755-26980311 

电子信箱 stock@hepalink.com stock@hepalin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海普瑞于1998年成立于深圳，是拥有A+H双融资平台的领先跨国制药企业，主要业务覆盖肝素产业链、

生物大分子CDMO和创新药物的投资、开发及商业化，致力于为全球患者带去高质量的安全有效药物和服

务，护佑健康。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依诺肝素钠制剂、肝素钠和依诺肝素钠原料药，以及大分子药物CDMO

服务。 

· 肝素产业链 

在肝素产业链领域，公司的主要产品有依诺肝素钠制剂和肝素原料药、依诺肝素钠原料药、肝素

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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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是一种从新鲜健康猪小肠提取加工的抗凝血药物，拥有抗凝血、抗血栓等多种功能。肝素钠

原料药主要用于生产标准肝素制剂和低分子肝素原料药，进而生产低分子肝素制剂。公司拥有海普瑞

和SPL两大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基地，肝素钠原料药除部分供应给全资孙公司天道医药外，主要销售给

国外客户，其中包括多家世界知名的跨国医药企业。依诺肝素钠原料药主要客户为海外依诺肝素钠制

剂生产企业。由于公司所具有的产品质量优势，主要客户均保持与公司长期且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依诺肝素钠制剂是低分子肝素制剂中的一种，临床应用广泛，主要适应症包括：预防静脉内血栓

栓塞性疾病（预防静脉内血栓形成），特别是与骨科或普外手术有关的血栓形成；治疗已形成的深静

脉栓塞，伴或不伴有肺栓塞；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以及用于血液透析体外循环中，防止血栓形成等。

公司旗下依诺肝素钠制剂自2016年通过集中审批程序（CP）在欧洲药品管理局（EMA）获得批准后，

2020年在售全部5个规格率先通过国内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和稳定的疗

效，公司旗下依诺肝素钠制剂累计出口量稳居国内前列。  

· 大分子CDMO 

在CDMO领域，海普瑞通过旗下两家全资子公司——赛湾生物和SPL共同经营快速增长的CDMO

业务。同时借助赛湾近半个世纪的深厚经验积累开发及制造基于创新生物疗法的大分子药品，并支持

海普瑞创新管线品种药物的临床研发。 

赛湾生物专门从事开发及生产大分子医药产品，拥有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微生物发酵、细胞和基

因治疗（病毒和非病毒载体）以及mRNA生物制品的专业知识和研发及生产能力，自成立以来开发约

200种不同的分子结构，拥有良好的按时和成功交付记录。 

SPL提供有关开发及生产从动物和植物（如胰腺酶、肝素及肝素类似物）中提取的大分子医药产

品方面的服务。SPL在开发天然药物方面拥有长期的业务经验，并在开发复杂及可扩展流程以提取、

分离及纯化天然药物方面拥有核心能力。公司为数十家新药开发企业提供CDMO服务，其中包括多家

位于全球前十的医药企业，支持超过300个临床试验，拥有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及行业引荐率。 

· 创新药物 

海普瑞以患者临床未满足的需求为始，聚焦差异化创新药物的投资、探索、开发和商业化，拥有

高度创新的临床管线。 

截至目前，公司在自主研发一种目前处于临床前阶段的肿瘤领域候选药物，此外通过产业投资及

股权投资在不同权益程度下共持有超过20个同类首创（First-in-class）新药品种，覆盖超过30种适应症；

已有5个适应症开发进入全球III期临床阶段，18个适应症开发进入全球II期临床阶段；所有持有品种中，

海普瑞直接及间接通过控股合资子公司拥有其中10个品种的大中华区域（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全

部权益，目前已有3款药物开发处于全球III期临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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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9,108,175,266.78 19,025,894,654.11 0.43% 15,242,205,40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11,354,455.88 11,569,392,530.92 -1.37% 7,347,010,761.1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365,177,483.41 5,332,074,875.27 19.38% 4,624,653,61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787,578.67 1,024,209,839.93 -76.49% 1,059,356,00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112,059.27 592,007,482.48 -84.78% 445,984,05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29,319.80 37,283,625.07 -117.78% -227,601,5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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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41 0.7568 -78.32% 0.84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41 0.7568 -78.32% 0.84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11.23% -9.14%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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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876,796.45 1,845,660,384.87 1,517,745,220.24 1,733,895,08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483,266.73 194,674,805.53 123,347,581.91 -220,718,0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511,999.79 170,287,637.60 123,277,703.12 -317,965,28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806,687.16 -154,183,095.35 -142,901,043.01 -129,351,8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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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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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31% 474,029,899 0   

乌鲁木齐金田

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1% 408,041,280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 

境外法人 15.00% 220,040,480 2,000   

乌鲁木齐水滴

石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6% 46,425,600 0   

乌鲁木齐飞来

石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5% 40,32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3% 25,441,996 14,115,601   

深圳市海普瑞

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期

其他 1.03% 15,118,0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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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计划 

黄权威 境内自然人 0.29% 4,184,108 0   

深圳市海普瑞

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0.26% 3,886,264 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

托－高毅晓峰

鸿远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25% 3,679,626 3,529,6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合伙人）

为李锂和李坦，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锂，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和李坦，李锂和李坦为夫妻关系，单宇和李坦为兄

妹关系，单宇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参加份额为该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38.88%。除上

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

表多个客户持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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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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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海普

瑞药业股份

集团有限公

司 2020 年面

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疫

情防控债） 

20 海普瑞 149045 2020 年 02 月 26 日 2025 年 02 月 28 日 87,000 3.80% 

深圳市海普

瑞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

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19 海普瑞 114455 2019 年 04 月 18 日 2024 年 04 月 22 日 70,000 5.50%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及其相关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确定维持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20海普瑞”的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39.69%  1.1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2.93% 33.36% -20.43% 

利息保障倍数 2.1 6.36 -66.98%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或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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