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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目药业 600671 ST天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建刚 

电话 0571－63722229 

办公地址 杭州市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3号楼 

电子信箱 390722295@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28,915,344.63 431,405,608.68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9,151,413.40 67,111,871.53 47.7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95,515.33 -18,369,438.20 166.39 

营业收入 222,528,252.14 45,721,860.31 38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039,541.87 -7,228,433.4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54,469.55 -8,265,527.7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5407 -13.058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31 -0.059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31 -0.0594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5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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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25 33,181,813 0 质押 29,500,000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1 26,799,460 0 无 0 

杭州岳殿润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28 4,000,000 0 无 0 

杨丹 境内自然人 2.36 2,879,110 0 无 0 

王永平 境内自然人 2.02 2,455,408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1.53 1,864,013 0 无 0 

晁毓星 境内自然人 1.52 1,852,331 0 无 0 

熊威 境内自然人 1.33 1,617,400 0 无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华鑫信

托·华昇9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2 1,611,344 0 无 0 

刘天骄 境内自然人 1.12 1,361,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长城集团 已于 2018 年 5 月 9 日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承接“长影增持一号资管计划”所持有天目药业

的全部股份，长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33,181,813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7.25%，详见公告（临：2018-028）；（2）

长城集团与恒丰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披露外，公司概不知悉上述其他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医药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下，

公司坚持内生式管理和外延式并购战略规划，内部加快本级制药创新发展，对外全力做好外延并

购重组工作，稳步推进公司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做大做强天目药业大健康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大健康”战略规划，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对

内抓管理、保生产、促销售，剥离非主业资产、不断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实现了持续盈利、业绩呈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22,252.83万元，同比增长 386.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5,616.95

万元,同比增长 261.1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203.95 万元。报告期内主导产品超青片销售 103.30

万盒,同比增长 66.75%；河车大造胶囊销售 96.50 万盒,同比增长 858.32%；六味地黄口服液销售

23.30 万盒,同比增长 85.95%；薄荷脑、薄荷素油销售 388.70 吨,同比增长 157.42 %。无产品质

量事故发生，产品生产合格率和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无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未受

到药监及证监等各级监管部门的处罚。上半年主要工作如下： 

1、加强内部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1）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换届

相关议案，于 6月初组成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及公司经营管理班子； 

（2）对各级管理层有效授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公司规则制定权、人事管理权、财务控制权、

审计监督权，例行各项内部审计，规范经营行为、防范公司经营风险； 

（3）年初在以往绩效考核基础上，突出各单位考核重点，合理调整考核指标，与各考核单位

签订了《2018 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并且新设立了年度产品质量管理奖及安全生产管理奖两个

专项奖励，对提升产品质量和确保安全生产有突出贡献的单位进行重奖。 

2、GMP改造全面完成、内部开展降本增效 

（1）公司本级制药中心暨 2017年底取得整体 GMP改造《GMP证书》及保健食品《GMP证书》

后，于 2018年 2 月 9日取得了珍珠明目滴眼液生产线《滴眼剂 GMP证书》，公司各项 GMP改造工



程全面完成，为后续生产、销售打下了基础； 

（2）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减少不合理开支；加强资金计划审批，严格控制预算外资金的使用；

公司专门成立采购询价小组，以“质优价廉”为原则，开展了新一轮的原材料采购招标，有效降

低采购成本。 

3、紧抓药品销售、开拓新兴市场。 

（1）积极做好产品医保和价格的维护及申报：成功保留河车大造胶囊及新增河车大造片进入

安徽省级医保；成功申报上海市复方鲜竹沥液、百合固金口服液、河车大造胶囊的物价，成功申

报江苏省百合固金口服液物价，按期上报临安制药中心和黄山天目公司产品 80多个品规的浙江省

医保支付价等；建立有序的价格体系：产品珍珠明目滴眼液按医院、OTC 两条线建立了价格体系，

医院按中标价执行，OTC 省外拓展完毕，除浙江省内因政策因素暂未调整外，其它品种价格体系

基本确定；  

（2）控股子公司三慎泰门诊打破以药养医的传统收入模式，提高养生理疗收入占比，优化医

疗机构内部布局，共计增加了 16张诊疗床；控股子公司三慎泰中药在现有销售业务基础上，开拓

新客户，上半年已签订 3家中医门诊部，下半年按计划继续增加； 

（3）控股子公司天目生物在做好原有产品销售的基础上，引进推出灵芝孢子粉、铁皮石斛西

洋参粉等新产品适应市场需求，上半年销售同比大幅增长。 

4、严守产品质量、坚持技术创新 

（1）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严格执行 GMP规范，定期开展自查自纠。上半年各生产企业

顺利通过了各级监管部门的检查，特别是控股子公司黄山薄荷公司年初通过了国家食药监总局为

期三天的药品 GMP 飞行检查；控股子公司三慎泰中药上半年按照 GSP规定开展经营管理，完成上

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查自纠调查及整改。指导和监管上半年共验收入库 2142 批次，全部合格。 

（2）控股子公司黄山天目获得了安徽省科技厅、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筋骨草胶囊制备工艺和六味地黄口服液（无糖型）制备工艺分别获得了

安徽省科技厅颁发的《安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河车大造胶囊制粒控制系统等 11 个项目申

报软件著作权已获受理； 

（3）制药中心产品珍珠明目滴眼液取得了国家食药监总局颁发的《国家药品标准（修订）颁

布件》，本次修订的重点是原料天然冰片纳入标准、配制过程中允许增加调节 PH 工艺、适应症增

加了“长期使用可保护视力”，公司珍珠明目滴眼液是唯一一家以天然冰片为原料的厂家，这对公

司珍珠明目滴眼液的销售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同事公司预算投资 1,200 万元实质性启动了超青

一致性评价，完成以后有望新增一个产品规格。 

5、处置非主业资产、集聚大健康产业 

（1）公司以 6,500 万元整体转让天工商贸大厦资产、剥离农贸市场业务，完成转让过户手续； 

（2）控股子公司天目生物上半年投资 1,200万元启动天目山徐村仙草小镇项目建设，杭州市

临安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天目山镇徐村村土地挂牌竞拍，天目生物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土地流

转经营权，6月底拿到由临安区政府颁发的第一本流转土地经营权证。 

下半年公司将在董事会领导下，紧紧围绕实现营业收入、利润较大幅度增长的年度经营目标、

争取主营盈利开展工作，努力实现天目药业再次腾飞、为公司成立 60周年献礼。着重做好以下几

项工作： 

1、继续紧抓销售、增加新的盈利点 

（1）随着公司产品河车快速增量，窜货现象及电商恶意挂架现象日益严重，下一步要拓展销

售政策以及加大网上维价力度，做好河车大造胶囊等产品价格的维护；落实珍珠明目滴眼液、六

味地黄口服液医保支付价，确保公司良性持续运行；控股子公司天目生物在做好产品现有销售的

同时，重点做好徐村仙草小镇项目的落地以及开园后的运营，力争当年投入、当年产出、当年实

现盈利； 



（2）根据国家政策及市场需求，下一步继续进行品种规格调整；发挥控股子公司黄山天目公

司产品、技术、生产优势，做大做强丸药系列产品；正确面对薄荷原料价格剧烈波动，积极应对

市场变化，做好客户的维护工作，确保全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量。 

2、重视生产质量、保障产品安全 

（1）抓生产全链条管理，进一步合理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产品销售，

降本增效；深刻吸取其他上市公司违规教训，坚持质量第一的企业方针，严格生产与质量管理、

严格按 GMP等规范组织生产，确保全年无产品质量事故发生； 

（2）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强化第

一责任人意识，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监督检查，确保全年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继续推进并购重组、扩宽融资渠道 

面对外部严峻的金融形势，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融资平台作用及优势，为公司并购重组、对外

投资等提供良好的内部平台；通过现金收购等方式投资参股或收购医药类优质实体资产，增强公

司主营盈利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