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537

号”文核准，并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为 3,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

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

或“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

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台州市黄岩江口化工开发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12,0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成立日期：2003 年 2 月 14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屠勇军 

邮政编码：318020 

公司系由浙江天宇药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天宇有限的

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天宇有限经审计净资产折合实收

股本 9,000 万元，每股面值 1 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按照业务类型可

分为原料药及中间体的非 CMO 业务和原料药及中间体的 CMO 业务。 

原料药及中间体的非CMO业务系公司采用自主研发技术进行生产的原料药

及中间体产品，相关产品主要用于生产专利到期或即将到期的药物，客户主要面

向国际大型仿制药厂商及其下属企业。公司原料药及中间体的非 CMO 业务涉及

产品按应用领域划分主要包括抗高血压药物原料药及中间体、抗哮喘药物原料药

及中间体、抗病毒药物中间体等。 

原料药及中间体的 CMO 业务（以下简称“CMO 业务”）系公司按照客户

提供的工艺路线为其提供“定制生产”的服务或接受客户委托自主开发工艺路线

为其提供 “定制研发+定制生产”的服务，相关产品主要用于生产临床试验阶段

的药物或已上市的专利药药物，客户对象主要为国内外大型原研药制药厂商。依

托于公司在原料药行业经营多年积累的研发技术优势、生产质量管理能力及稳固

的原研药客户基础，公司 CMO 业务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已有 10 种产品完成

商业化并实现销售。  

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心脑

血管类药物“省级企业研究院”，并与国内高等院校共建了联合开发实验室。公

司持续的研发投入为公司打下了良好的研发基础，形成了体系化开发的研发能

力，为公司产品的拓展研发、工艺创新、节能降耗及成本控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

支撑。经过多年市场竞争，公司的规模化优势明显，公司体系化的研发能力和生

产能力以及较强的产品注册能力，使公司在原料药及中间体的非 CMO 业务领域

具有较强的产品拓展能力，在 CMO 业务领域拥有较强的中间体研发生产能力和

业务承接能力。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7〕7598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

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06.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164,354.35 151,502.81 132,635.21 108,488.63 



负债总额 99,056.89 90,771.86 83,058.03 62,866.9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5,297.46 60,730.95 49,577.18 45,621.70 

少数股东权益 - - - -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354.35 151,502.81 132,635.21 108,488.6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2015年 2014年 

营业收入 60,901.35 108,233.88 84,008.53 77,734.97 

营业利润 8,845.03 13,778.68 5,594.69 2,654.98 

利润总额 9,129.10 14,332.07 5,999.44 2,665.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36.51 12,233.77 5,035.48 2,413.98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净利润 7,536.51 12,233.77 5,035.48 2,413.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4.06 11,697.93 4,471.16 2,670.8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2015年 2014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1.79 16,473.96 1,475.14 8,043.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59.37 -13,381.55 -5,714.61 -7,16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1.69 -2,467.32 6,286.31 -6,294.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19.19 1,090.69 2,311.09 -5,354.4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52.69 5,271.88 4,181.19 1,870.10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7.06.30/ 

2017 年 1-6 月 

2016.12.31 

/2016 年 

2015.12.31 

/2015年 

2014.12.31 

/2014年 

流动比率（倍） 0.82 0.88 0.86  0.88  

速动比率（倍） 0.44 0.48 0.46 0.48 

资产负债率 60.27% 59.91% 62.62% 57.9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4 5.40 4.80  5.48  

存货周转率（次） 1.01 1.98 1.97  2.3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4,145.40 22,927.36 13,652.81  9,006.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万元） 
7,536.51 12,233.77 5,035.48 2,41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
7,184.06 11,697.93 4,471.16 2,670.84 



财务指标 
2017.06.30/ 

2017 年 1-6 月 

2016.12.31 

/2016 年 

2015.12.31 

/2015年 

2014.12.31 

/2014年 

元） 

利息保障倍数（倍） 7.81 7.45 3.43 2.26 

每股净资产（元） 7.26 6.75 5.51 5.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元） 
0.47 1.83 0.16  0.8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6 0.12 0.26  -0.59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公开发行新股 3,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

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12,000 万股。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总量为 3,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其中网下发行 3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发行 2,7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3、发行价格：22.41 元/股 

4、发行市盈率：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

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5、募集资金总额：67,230.00 万元 

6、募集资金净额：60,986.88 万元。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7 年9 月13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59 号）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14 元（按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股东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97 元/股（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 



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9、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以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洁、屠勇军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

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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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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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东屠善增、王菊清、王耀杰、圣庭投资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

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

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

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股东马成、方红军、程荣德、李美君、张毅、张家骝承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在承诺的股票锁定

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股东景林创投、杨学献、周云富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林洁、屠勇军、屠善增、王菊清、圣庭投资承诺： 

“在承诺的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本人/本公司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在

天宇药业上市时所持股票总数的 30%，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和减持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本人/本公司拟减持所持天宇药业股票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天宇药业提

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减持对天宇药业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

天宇药业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 

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12,000 万元，每股面值 1 元，不少于人

民币 3,000 万元； 

（三）本次发行公开发行新股 3,000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00%； 



（四）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发行人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已在证券发行

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

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

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 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协

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

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易事项

的知情权，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协助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

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关联交易

为发行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

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

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

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适时审阅

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

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

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

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

定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或相关

当事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

应督促发行人或相关当事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

节严重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报告；可要求

发行人或相关当事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深

交所规则以及协议约定方式，及时通报信息；可列席

发行人或相关当事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有

关会议；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信息披露规定，对

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协调相关当事人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工作，并

督促其聘请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协助保荐机构做好

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菁菁、蒋潇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 楼 

联系电话：021-68801587 

传真：021-6880155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浙江天

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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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陈菁菁  蒋潇 

 王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