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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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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经公司第 1 届董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杨天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会计机构负

责人田春丽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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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的法定中、英文名称及缩写 

公司中文名称：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HAINAN JOYKING PHARMACEUTICAL STOCK LIMITED COMPANY 

公司缩写：健昆医药 

2、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天超 

3、公司董事会秘书 

姓名：王妹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 3号海韵裕都南楼 2107室 

电话：089868566961    手机：15109858452 

传真：089868593917    电子信箱：894569946@qq.com 

4、公司注册地址，公司办公地址及其邮政编码，公司国际互联

网网址、电子信箱 

公司注册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浦馨苑 5栋 201房  邮政编码：578000 

公司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 3号海韵裕都南楼 2107室 

邮政编码：570125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www.joyking.com.cn  

电子信箱：894569946@qq.com 

5、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的名称或网址，公司年度报告

备置地点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的名称或网址：http://www.hnexchange.com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 3号海韵裕都南楼 2107室   

6、公司股份挂牌场所、股份简称和股份代码 

公司股份挂牌场所：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股份简称：健昆医药  

股份代码：80006 

http://www.joyk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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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名称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4,692,916.52 9,447,977.83 

利润总额 1,949,305.45 -34,851.5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4,448.55 -34,851.5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1,444,448.55 -34,851.58 

总资产 13,378,250.63 12,462,838.23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11,961,125.20 11,926,27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02,314.04 645,343.9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74 0.0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0.74 0.06 

净资产收益率 10% -0.3% 

每股收益 0.15 -0.003 

 

 

第三章    最近一年的股本变动情况及报告期末已解除限售登记股

份数量 

1、股本变动情况 

（1）股本变动情况表 

2015 年未发生股本变动情况。 

（2）股东人数及其持股数量和相互间的关联关系 

①报告期末股东总数为 2人； 

②股东持股情况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杨天超 600 60 

2 张兰 400 40 

合计 ----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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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股份均没有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③股东杨天超和张兰为夫妻关系。 

（3）控股股东情况 

杨天超：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4212919680420****，

现任公司董事长。 

张兰：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4212919721020****，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4）实际控制人情况； 

股东杨天超持有公司 60%的股份，股东张兰持有 40%的股份，股东杨天超与

张兰系夫妻关系。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均由杨天超做出，张兰均与其保持一致。

公司一直由杨天超实际控制，公司控制结构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公司没有限售股份。 

报告期内无限售股份变动。 

 

3、定向增资情况 

2015 年未发生定向增资情况。 

第四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持股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职 务 性别 年龄 任期 

杨天超 董事长 男 48 2014.12.7—2017.12.6 

张兰 
副董事长、财务

总监 
女 44 2014.12.7—2017.12.6 

王青 董事、总经理 男 45 2014.12.7—2017.12.6 

裴燕云 董事 女 32 2014.12.7—2017.12.6 

耿萱 董事 女 29 2014.12.7—20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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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丽 监事会主席 女 37 2014.12.7—2017.12.6 

王小芳 监事 女 37 2015.8.7—2017.12.6 

耿鲜 监事 女 27 2014.12.7—2017.12.6 

王妹 董事会秘书 女 27 2015.12.7—2017.12.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持股情况（%） 

杨天超 董事长 60% 

张兰 副董事长、财务总监 40% 

王青 董事、总经理 - 

裴燕云 董事 - 

耿萱 董事 - 

田春丽 监事会主席 - 

王小芳 监事 - 

耿鲜 监事 - 

王妹 董事会秘书 - 

（3） 在报告期内由于原监事会主席王芸离职，由于王芸为职工代表的监事；

经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选举产生王小芳为职工代表监事，进入公司监

事会；再经监事会选举，田春丽当选监事会主席。另原董事会秘书陈小荣因离职

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一致同意任命王妹为董事会秘

书一职。 

（4）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

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有重大影响的人员的无变动情况。 

2、工作经历 

（1）杨天超：董事长，男,4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药师职称。 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安徽省界首市医药公司营业员、会计员、审计室副主任，安徽省界首市

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南海神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



8 
 

海南福欣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海口健昆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海南健昆医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张兰：董事，女，4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曾任安徽省界首市建设银行会计员，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会计，海南

福欣医药有限公司主办会计，海口健昆医药营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海南健昆医

药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3）王青：董事，男，45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注册执业药师。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海南海神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长、项目经理，海南利能康泰制药有

限公司行政人事事业部总经理，江西滕王阁药业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海南海

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质量副总经理，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质量授

权人。 

（4）裴燕云：董事，女，3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注册执业药师。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质量部副总经理。 

曾任海南泓泰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储运部经理，海南健昆医药有限公司质

量副总经理。 

（5）耿萱，董事，女，2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曾任安徽沪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助理，海南健昆医药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 

（6）田春丽，监事会主席，女，37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中级会计师。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财务监察部高级经

理。 

曾任假日一品广场企业总账会计，海南力神咖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海

南健昆医药有限公司财务监察部高级。 

（7）王小芳，监事，女，29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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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销售部高级经理。 

曾任海南福欣医药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海南健昆医药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经

理。 

（8）耿鲜，监事，女，2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曾任安徽沪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助理，海南健昆医药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 

（9）王妹，董事会秘书，女，2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

本科学历。现任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招标采购部经理。 

曾任海南美好西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招标专员，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招标

主管。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本公司在职员工，无在其他单位的任职

或兼职情况。 

3、年度报酬情况 

（1）杨天超：董事长，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20万元。 

（2）张兰：副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12万元。 

（3）王青：董事，总经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10万元。 

（4）裴燕云：董事，质量副总经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8.4 万元。 

（5）耿萱，董事，总经理助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7.2万元。 

（6）田春丽，监事会主席，财务监察部高级经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6.6

万元。 

（7）王小芳，监事，销售部高级经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6万元。 

（8）耿鲜，监事，总经理助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6万元。 

（9）王妹，董事会秘书，行政人事经理，年度税前报酬总额 5万元。 

公司目前没有可行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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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现金流量的分析，以及利润分配预

案和重大事项介绍 

1、经营情况 

公司 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944万元，较 2014年的 1469万元同比减少 35.7%；

营业利润 2015年为-64.7万元，较 2014 年的 172.6万元同比减少 137.5%；净利

润 2015 年为-3.5 万元，较 2014年的 194.9 万元同比减少 101.8%。2015年利润

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是因为我公司所销售的药品受国家医药政策调整，各省市新政

策下频繁进行招标，药品价格明显下调，利润率较低；而且受医药政策影响，医

药用药比例下调，也造成销售量的减少，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产品老化，单产品

利润率严重下滑，综合以上情况，相较与 2014年利润大幅度下滑。 

公司 2015 年中未能完成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的安排，未能完成公司的

营销目标。 

2、现金流量表 

2015 年全年经营流入金额为 1037.6 万元，经营流出金额为 973.1万元，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64.5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 万元；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元。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 

3、利润分配 

公司 2015 年亏损 3.5 万元，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主要是公司目前属于发

展阶段，新品种的代理和新项目的合作都需要投资，公司人员需进行调整，经股

东协商一致，将未进行分配的利润主要用于公司下一步引进新的经营品种的投资

活动等方面的费用，另外还需添加相应的固定资产，保证行业的合规经营。 

4、重大事项 

本年度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年度公司无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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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报告 

具体见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审计报告》。 

 

                                       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05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