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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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3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中诚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王小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米冬冬、会计机构负责人米冬冬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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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海南高升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Gaosheng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公司简称： 高升医药

股份代码： 80032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866235086

法定代表人： 王小树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344.5 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344.5 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2006 年 06月 16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5 年 09月 29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和平大道 66号宝安江南城 12栋 101 房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医药行业

经营范围

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技术转让、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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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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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技术转让、咨询及服务

二、公司信息披露地址及相关义务人员情况

项目 内容

董事会秘书： 米冬冬

联系电话： 13368988818

邮箱号码： 1095708950@qq.com

财务负责人： 米冬冬

联系电话： 13368988818

邮箱号码： 1095708950@qq.com

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hnexchange.com/

信息备置地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三、本次年报各服务中介机构及负责人情况

项目 内容

推荐机构名称： 天津蓝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 陈春声

公司地址： 天津市河东区雍华府朝华大厦 1-1515

联系人名称： 符奋

联系电话： 13907559625

邮箱号码： 570000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中诚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刘学国

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玉沙路玉沙广场（京华城）D区 3栋 706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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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 刘学国、夏天

联系电话： 13976677698

邮箱号码： 645559147@qq.com

第二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持股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董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王小树 男 63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米冬冬 女 55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陈星震 男 36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林海燕 女 38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姚海燕 女 37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王南菁 男 33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陈泰彬 男 34 2015 年 9月-2018 年 9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王小树 男 63 2015 年 9月-2018 年 9 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米冬冬 女 55 2015 年 9月-2018 年 9 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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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树 男 63 2015 年 9月-2018 年 9 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陈星震 男 36 2015 年 9月-2018 年 9 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林海燕 女 38 2015 年 9月-2018 年 9 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姚海燕 女 37 2015 年 9月-2018 年 9 月 无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工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持股及增减变化情况

董事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王小树 130.885 万股 37.993% 139.4975 万股 40.493

%

股权转让吸收增加2.5%

米冬冬 130.885 万股 37.993% 139.4975 万股 40.493

%

股权转让吸收增加2.5%

陈星震 17.225 万股 5% 17.225 万股 5% 未发生股份变动

林海燕 6.89 万股 2% 6.89 万股 2% 未发生股份变动

监事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姚海燕 6.89 万股 2% 6.89 万股 2% 未发生股份变动

王南菁 无 无 无 无 无

陈泰彬 无 无 无 无 无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王小树 130.885 万股 37.993% 139.4975 万股 40.493% 股权转让吸收增加 2.5%

米冬冬 130.885 万股 37.993% 139.4975 万股 40.493% 股权转让吸收增加 2.5%

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王小树 130.885 万股 37.993% 139.4975 万股 40.493% 股权转让吸收增加 2.5%

陈星震 17.225 万股 5% 17.225 万股 5% 未发生股份变动

林海燕 6.89 万股 2% 6.89 万股 2% 未发生股份变动

姚海燕 6.89 万股 2% 6.89 万股 2% 未发生股份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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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名称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同比增减率（%）

营业收入 2,101,249.86 358,000.00 486.94%

营业利润 -91,867.80 -2,035,851.04 2116.06%

利润总额 64,373.80 -932,019.94 1547.8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373.80 -932,019.94 1547.8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净利润

64,373.80 -932,019.94 1547.82%

总资产 28,898,949.09 4,040,886.74 615.16%

总负债 25,260,085.38 466,396.83 5316.01%

资产负债率 87.41% 11.54% 657.45%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3,638,863.71 3,574,489.91 1.80%

股本（总额） 3,445,000.00 3,445,00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8,183.31 1,043,913.08 -192.7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28 0.30 -193.33%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05 1.24 -15.32%

净资产收益率 1.78% -20.15% 108.83%

每股收益 0.019 -0.27 107.04%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小树、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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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年龄 性别 学历 籍贯
持股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工作经历

1 王小树 63 男 大学 海南海口 139.4975 40.493%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
工作。

2 米冬冬 55 女 大学 海南海口 139.4975 40.493%
近 5年一直在高升公司
工作。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10.12 万元，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5.80 万

元，由于公司主要营业成本为一些研发人员的工资、社保、公积金和其它相关研

发费用，所占比例较小，统一在管理费用中核算，因此，销售毛利率的推算较高，

同时也显示出公司服务劳务具有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目前公司自有的新药研发

处于开发和实验阶段，相关的研发成本尚未进入资本化期间。

二、重大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二）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三）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四）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五）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无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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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日期：2017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海南高升医药科技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股东)

权益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333,696.00 1,389,979.31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1,093,395.50 应付账款

预付款项 279,229.00 473,331.00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270,462.42 208,810.47
其他应收款 27,063,360.83 1,342,405.83 预提费用

存 货 其他应交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 应付股利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24,989,622.96 257,586.36
流动资产合计 28,769,681.33 3,205,716.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25,260,085.38 466,396.83
持有至到期投资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收款 长期借款

长期股权投资 应付债券

固定资产原值 2,278,968.00 4,059,577.00 长期应付款

减：累计折旧 2,149,700.24 3,224,406.40 专项应付款

固定资产净值 129,267.76 835,170.60 预计负债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清理 其他非流动负债

生产性生物资产 非流动负债合计

油气资产 负债合计 25,260,085.38 466,396.83
无形资产 所有者（股东）权益：

开发支出 实收资本（股本） 3,445,000.00 4,000,000.00
商誉 资本公积 580,421.47 25,421.47
长期待摊费用 减：库存股

递延所得税资产 盈余公积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未分配利润 -386,557.76 -450,931.5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9,267.76 835,170.60 所有者（股东）权益
合计

3,638,863.71 3,574,489.91

资产总计 28,898,949.09 4,040,886.74 负债和所有者（股东）
权益总计

28,898,949.09 4,040,8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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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日期：2017年度

编制单位：海南高升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本年金额

一、营业收入 1 2,101,249.86

减：营业成本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3 6,605.57

销售费用 4

管理费用 5 2,186,031.09

财务费用 6 481.00

资产减值损失 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 -91,867.80

加：营业外收入 156,241.60

补贴收入 12

减：营业外支出 1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 64,373.80

减：所得税费用 1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 64,373.80

五、每股收益 18

（一）基本每股收益 19

（二）稀释每股收益 20

六、其他综合收益 21

七、综合收益总额 22 64,3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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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海南高升医药科技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17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额 项 目 行次 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补充资料 3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 1,365,066.84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
的现金流量

39

收到的税费返还 3 净利润 40 64,373.8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其他

现金
4 28,710,179.60 加：资产减值准备 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 30,075,246.44 固定资产折旧 42 -1,074,706.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 无形资产摊销 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 388,846.87 长期摊销费用摊销 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8 7,284.57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45

支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 30,647,298.31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
收益）

46 1,813,70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 31,043,429.75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 -968,183.31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减：收

益）
4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2 财务费用 49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3 投资损失（减：收益） 5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减：
增加）

5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

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15 5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

减少)
52

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5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 500,000.0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
增加)

54 -26,620,248.5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8 33,100.0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

减少)
55 24,793,688.5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9 其 他 56 55,000.00

投资子公司及其他经营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 -968,183.31

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5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 33,100.00 59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23 466,900.0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
资和筹资活动

60

三、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24 债务转为资本 61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555,000.00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62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6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63

收到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7 6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 -555,000.00 6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9 6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3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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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 6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变
动情况

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 -555,000.00 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 70 333,696.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4 减：货币资金期初余额 71 1,389,979.3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流量净增加额 35 -1,056,283.31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7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 1,389,979.31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7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 333,696.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
加额

74 -1,056,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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