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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天圣制药                             公告编号：2019-019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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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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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京会兴审字第 11000067 号，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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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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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圣制药 股票代码 00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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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琴 王琴 

办公地址 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 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 

电话 023-62910742 023-62910742 

电子信箱 zqb@tszy.com.cn zqb@tsz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处医药行业，主要从事医药制造与医药流通，业务范围涵盖医药制造、医药流通、中药材种植加工、药物研发等

多个领域，产业链完整。 

（二）主要产品 

    公司药品生产品种丰富，拥有300余个国家药监总局批准的药品批准文号（含药用辅料与药品包装用材料），主要生产销

售口服固体制剂、小容量注射剂、大容量注射剂，主导产品为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延参健胃胶囊、氯化钠注射

液、葡萄糖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等,根据治疗领域可分为全身抗感染类用药、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呼吸系统疾病用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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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疾病用药、皮肤病用药、妇科疾病用药等。其中，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血塞通注射液等70多个药品品种

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小儿肺咳颗粒、红霉素肠溶胶囊、延参健胃胶囊、血塞通注射液、地贞颗粒等150多个药品品

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延参健胃胶囊、地贞颗粒为公司独家品种。 

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功能或用途  

儿科药 小儿肺咳颗粒、百咳静颗

粒 

健脾益肺，止咳平喘。用于肺脾不足，痰

湿内壅所致咳嗽或痰多稠黄，咳吐不爽，

气短，喘促，动辄汗出，食少纳呆，周身

乏力，舌红苔厚；小儿支气管炎见以上证

候者。 

 

 
妇科药 地贞颗粒 清虚热，滋肝肾，宁心养神。用于女性更

年期综合征阴虚内热证，症见烘热汗出，

心烦易怒，手足心热，失眠多梦，腰膝酸

软，口干，便秘等症。 

 
骨科药 藤黄健骨丸 补肾，活血，止痛。用于肥大性脊椎炎，

颈椎病，跟骨刺，增生性关节炎，大骨节

病。 

 
消化系统药 延参健胃胶囊 健脾和胃，平调寒热，除痞止痛。用于治

疗本虚标实，寒热错杂之慢性萎缩性胃炎。

症见胃脘痞满，疼痛，纳差，嗳气，嘈杂，

体倦乏力等。 

 
心脑血管药      血塞通注射液 活血祛瘀，通脉活络。用于中风偏瘫﹑瘀

血阻络证;动脉粥状硬化性血栓性脑梗塞

﹑脑栓塞﹑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见淤血阻

络证者。 

    

 
 

 

 

    （三）行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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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进入政策密集期，相关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质量与

疗效一致性评价、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带量采购等政策深入推进，医药产业从研发、生产、销售、流通及消费

各环节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此，公司将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保证企业稳健经营。 

天圣制药以“全心全意服务人类健康”为使命，始终坚持以“以民为天、以质为圣”的经营管理理念，将产品质量视为公司

第一生命，将“精品化战略、创新型战略、人才化战略”确定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公司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

服务、完善创新体制、加强科学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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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71,439,92

3.46 

2,261,414,37

6.96 

2,261,414,37

6.96 
-3.98% 

2,086,931,55

7.22 

2,086,931,55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0,746,222.

96 

248,575,376.

84 

247,332,862.

01 
-55.22% 

224,496,958.

17 

223,693,566.

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896,044.

18 

222,943,716.

06 

221,701,201.

23 
-52.23% 

206,328,989.

14 

205,525,597.

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3,986,687.

60 

-55,748,598.

61 

-26,849,419.

27 
673.52% 

506,677,240.

37 

506,677,088.

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87 0.84 -58.33% 0.94 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87 0.84 -58.33% 0.94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9.71% 9.67% -6.19% 13.26% 13.2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749,805,70

2.28 

4,946,489,03

6.83 

5,010,676,64

6.49 
-5.21% 

3,391,975,66

5.31 

3,427,501,81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190,269,83

6.62 

3,133,096,28

0.85 

3,160,905,34

2.29 
0.93% 

1,805,402,87

0.48 

1,803,494,44

6.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1,078,286.32 567,556,101.25 489,895,141.07 492,910,39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221,503.20 43,296,523.31 35,431,390.74 -34,203,19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900,979.80 35,574,418.85 31,147,022.70 -16,726,37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566,537.71 64,278,975.35 52,135,107.79 63,139,142.17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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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4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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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群 
境内自然

人 
32.47% 103,267,932 103,267,932 质押 18,000,000 

重庆渝垫国

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34% 13,792,255 0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7,950,000 0   

彭志红 
境内自然

人 
1.72% 5,480,000 0   

苏州贝塔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6% 4,010,400 0   

广州力鼎凯

得创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8% 3,418,905 0   

北京力鼎财

富成长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2,644,656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

人 
0.81% 2,560,000 0   

刘维 
境内自然

人 
0.77% 2,442,639 1,831,978   

何英 
境内自然

人 
0.73% 2,32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刘群与第九大股东刘维为兄弟关系。其他股东，公司未知

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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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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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进入政策密集期，相关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质

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带量采购等政策深入推进，医药产业从研发、生产、销售、流通及

消费各环节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此，公司将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保证企业稳健经营。 

天圣制药以“全心全意服务人类健康”为使命，始终坚持以“以民为天、以质为圣”的经营管理理念，将产品质量视为公司

第一生命，将“精品化战略、创新型战略、人才化战略”确定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服务、

完善创新体制、加强科学管理，努力实现公司的经营计划和主要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2,171,439,923.4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8%；实现营业利润163,535,385.34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46.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746,222.9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5.22%。 

1、市场营销 

公司强化市场建设，继续加大主导产品和有市场潜力产品的市场开发推广力度。在市场开发中实行品牌推广与学术推广

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部的前置功能，加大市场广告的投放力度，聚焦重点市场，推动公司产品销售；做好市场准入工作，

积极开拓基层市场，抢占市场份额。 

2、生产管理 

公司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加强安全生产和环保基础管理工作，对生产设

备进行了定期检测和定期校验，保证公司消防系统的稳定有效可靠运行；完善公司排水管网管理，顺利通过环保部门组织的

多次环保检查和验收；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核，保证产品生产和质量的可控性与稳定性，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3、内控管理 

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修订完善工作，恪守依法制药、依法治企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公司运作，加

强成本管控，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公司管理层分工落实对各子公司的管理责任，加强公司及子公司质量、安

全督导巡查，同时加强对各子公司的内审工作。完善内部的绩效考核制度，实行了月度绩效考核，通过对员工进行量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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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基础考核指标，加强考核计划与过程的控制，强化奖优罚劣的机制，促进了公司各项工作的开展。 

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8年，面对新时代带来的的新变化，公司继续秉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紧密结合的基本原则，坚持“产品带动产业，

产业带动农业，农业带动扶贫”的中药产业扶贫理念，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奉献

爱心，助力脱贫攻坚，切实做好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工作。 

5、人才培养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工作，夯实了各项内部基础工作，加强了人才团队建设，为公司外延式扩张发展奠定了基础。 

6、研发方面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药品研究工作，丰富产品结构，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报告期内，公司

重要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自制口服固体

制剂 
351,717,887.02 110,206,284.09 68.67% -6.47% -30.69% 18.96% 

自制大容量注

射液 
140,499,480.92 71,196,156.42 49.33% -5.46% -0.60% -4.78% 

外购品种 
1,403,510,003.

42 

1,211,935,614.

74 
13.65% -9.91% -1.70% -34.5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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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净利润较上一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全面推行两票制后，商业毛利率下降幅度较，从而净利润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度颁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的规定修订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因公司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应采用通知

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

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影响金额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在

资产负债表中删除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将其整合为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应

收取的款项，以及收到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

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86,136,412.24 

应收票据 -2,083,054.00 

应收账款 -784,053,358.2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在

资产负债表中删除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将其整合为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因购买材料、商品

和接受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以及开

出、承兑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

业承兑汇票。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2,949,477.36 

应付票据 -38,265,772.80 

应付账款 -364,683,704.56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在

资产负债表中删除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其他应付款 1,272,694.70 

应付利息 -1,272,694.70 

应付股利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在

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反映进行研究

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管理费用 -33,857,937.24 

研发费用 33,857,937.2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在

利润表“财务费用”下新增“利息费用”与“利息

收入”项目，分别反映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确认的

利息费用 28,774,438.11 

利息收入 2,161,8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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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包括51家，与上年相比新增6家，没有减少，新增子(孙)公司包括重庆天圣生物工程

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中大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重庆万利康药业有限公司、重庆世昌医药有限公司、广东天圣药业有限

公司和重庆天遥药业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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