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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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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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药股份 6004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春丽 刘佳莹 

电话 022-65277565 022-65277565 

办公地址 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 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 

电子信箱 tjpc600488@vip.sina.com tjpc600488@vip.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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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327,125,969.51 5,182,634,366.01 4,800,471,258.31 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756,711,077.86 2,840,992,405.01 2,837,954,120.90 -2.9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722,880.69 129,865,648.37 126,238,899.92 -57.09 

营业收入 1,656,127,602.23 1,298,605,001.51 1,295,012,884.01 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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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1,326,392.13 72,425,486.12 76,353,919.54 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9,652,636.84 76,197,327.60 76,413,644.47 17.6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8 2.62 2.77 增加0.56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4 0.066 0.070 27.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4 0.066 0.070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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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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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79 554,530,149 104,825,376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95 32,195,750 0 无 0 

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广州德福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0 26,206,344 18,344,441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95 10,320,200 0 无 0 

黄永耀 
境内自

然人 

0.55 5,965,344 0 无 0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35 3,812,802 0 无 0 

陈翠枚 
境内自

然人 

0.29 3,190,050 0 无 0 

方学潜 
境内自

然人 

0.28 3,009,253 0 无 0 

吴伟立 
境内自

然人 

0.27 2,973,700 0 无 0 

陶锦明 
境内自

然人 

0.18 1,980,06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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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宜药印

务有限公司为发起人股东，同受同一控制人控制，为关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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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医药行业整体形势依然严峻，安全环保监管环境持续加严。公司紧紧围

绕战略规划，超前谋划，在市场开发、生产调度、安全环保、内部管理等方面应对各项困难和挑

战，各项指标同比取得较大增长，推动了企业的良性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6

亿元，同比增长 27.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32.64 万元，同比增长 26.10%。 

（一）研判市场变化，提高盈利能力 

1.原料药市场 

国内市场：一是指标分解、细化落实。将指标按品种分解到片区、客户，落实到每名业务人

员，并积极督促落实。二是构建大客户框架。与重点客户开展积极磋商，签订了全年合作意向，

为完成销售计划奠定基础。三是提供差异化服务争取客户。氨基酸和激素发挥行业主导地位，维

持和巩固已运作产品的市场模式为公司创造利润，利用公司强大的技术、生产实力，满足客户质

量需求。 

国际市场：规范市场求增量、求发展。非规范市场保销量、保市场份额的总体思路，较好完

成半年指标，特别是规范市场销售取得长足进步。美国泼尼松项目顺利开展，多个产品销售实现

大幅增长。主要产品的销量强劲增长，有力保证了半年任务的达成。高端规范市场销售的增长，

也带动了整个利润的提升。 

2.制剂市场 

积极创新营销模式，在市场营销方面采取多样策略，取得一定进展。在区域运营管理上，深

挖水针市场潜力提升份额；在招商管理上抓住冻干产品处方优势开发新客户；在商务方面创新推

进工商联合项目，激励和拉动终端销售；在医疗终端上完成互联网+渠道的建设，实现卤米松乳膏、

珂艾琳的快速覆盖；在 OTC 终端上加强团队考核，落实基础管理，着力推进新品卤米松乳膏市场

开发；在市场学术推广上，借助学会平台，规范临床合理使用激素，树立公司激素专家品牌，建

立专家网络，与多个学会合作，举办激素规范化使用基层行系列巡讲，覆盖皮肤科、风湿科，并

跨界肾内科。 

（二）加强生产安排，保证市场持续供货 

抓住激素市场转暖契机，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和布局，合理生产、保障需求，随时与销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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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表，生产做到有保有压，根据库存和市场趋势，及时调整生产，全力应对多个产品的销售增

量。 

（三）加快技术改进步伐，确保产品竞争力 

1.全面研究产品工艺及质量，提升“定制化”服务水平。组织技术人员对现有生产工艺及杂

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提升技术人员对产品品质的理解和控制。同时进

行工艺操作细节优化，稳定操作，确保各步中间体和成品质量稳定。 

2.围绕安全、环保、质量、成本，为未来的技术升级做好谋划和储备。积极应对国家日益趋

严的安全环保态势，优化调整现有工艺，力争实现本质安全本质环保；利用高通量微通道新反应

设备，部分产品实现微通道工艺产业化，达到缩短反应周期、提升质量、降低安全环保风险、降

低成本的改善效果。 

3.进一步加强与研究院及其他外部科研团队沟通合作，加快新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速度。深化

与公司外部科研院所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建立稳定的技术支持团队进行创新工艺基础开发，加快

新方法新工艺的开发速度。健全完善新工艺产业化对接流程，组建专业对接团队，提升新工艺产

业化的速度。2019 年上半年，两个原料药品种已通过国家药监局技术审评，新品开发取得很大进

展。 

（四）深化质量管理，完善质量体系 

1.建立完善独立的制剂厂区质量管理体系。根据 GMP、美国 21CFR211检查指南等规范，对制

剂厂区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梳理，从物料的购入、接收、待验、取样、检测及存储发放，产

品生产过程直至成品的包装、贴签、检验及储存保管和销售，并且包含质量模块管理等，梳理各

类文件，细化了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明确管理职责，强化药品生产关键环节的

控制和管理，以促进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实现制剂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2.强化日常 GMP 管理。加大检查力度和频次，每月对日常 GMP 管理、客户审计等情况进行总

结，细化质量考核项目和标准，做到奖惩分明，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促进车间 GMP 管理日常化。

每月召开产品质量技术分析会，从产品收率、质量趋势、客户审计、QA 现场检查等几个维度对整

体产品质量、质量管理情况进行较深层的剖析。 

3.建立了激素原料药基因杂质风险评估机制，完成了多个产品的基因杂质风险评估报告，建

立了原料药金属元素风险评估程序，降低产品质量风险。 

（五）夯实企业内部管理，增强运营能力 

1.实施精益化管理。积极借力现代管理经验，引进精益生产管理理念，结合公司发展实际，

选定一级项目 4 项，二级项目 23 项，多方面提供有效管理措施。 

2.安全管理方面。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签订全员《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实现了从高

管到一线员工的全员覆盖、一岗一责，符合新安全生产法的主旨要求。同时重新修订完善了安全

管理制度，确保公司安全生产有章可循。坚持安全巡视检查和组织各类专项检查，对检查出的安

全隐患整改到位。加强对特殊作业严格把控，确保安全措施到位、现场监护到位、操作环境合规。

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和专项培训，做到全员参与，不流于形式，提高安全意识。开展安全应急演练，

进一步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3.绩效考核方面。推进员工绩效承包考核新模式，并试点试行，完善考核指标，增加考核维

度和深度，使部室 KPI考核体系更具有针对性。 

4.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新建 VOCs 项目已经投入使用，实现生产废气达标排放。仓储物流智能

化提升改造项目已建设完成，正在上线调试。花园式厂区提升改造工程，正在抓紧实施。发酵和

新合成车间项目已经获批，正在抓紧实施。 

5.财务管理方面。公司加强资金预算管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时间和内容，实施月预算管理，

为公司的资金收支平衡、利润预测提供了有力保证。 

6.提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厂区网络改造完成，搭建起能承载更多系统的服务器平台。S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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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施完成，生产指挥中心建成，将为公司更深层次的信息化建设提供系统支持。OA 系统上线

运行良好，提高了办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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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年 5 月 2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规定，对

原有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

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引起公司

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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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