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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488                                                  公司简称：天药股份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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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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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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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春丽 刘卉 

电话 022-65277565 022-65277565 

传真 022-65277561 022-65277561 

电子信箱 tjpc600488@vip.sina.com tjpc600488@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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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77,211,649.21 元。按《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7,721,164.92 元，

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620,294,542.70 元，减去本年已分配 2014 年现金股利 26,903,938.88 元，

累计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62,881,088.11 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 2015

年期末总股本 960,854,9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派

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4,021,374.00 元，剩余 638,859,714.11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行业情况说明   

化学原料药产品主要分三大类：维生素类、抗生素及其中间体类、解热镇痛类，除了上述三

类大宗原料药以外，还有一些细分类产品如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等。公司主导产品为皮质激素类原

料药。   

皮质激素类原料药是甾体药物的一种，该类药物是一类四环脂肪烃化合物，具有环戊烷多氢

菲母核。甾体药物具有极重要的医药价值，在维持生命、调节性功能、机体发展、免疫调节、皮

肤疾病治疗及生育控制方面有明确的作用，因而在化学药物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甾体药物的

发现和成功合成被誉为二十世纪医药工业取得的两个重大进展之一（另一个是抗生素的发现和应

用）。   

皮质激素类原料药，其全称为"肾上腺皮质激素"，是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一组甾体激素，主

要包括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以及少量的性激素，是参与人体的糖、脂肪、蛋白质三大物质

代谢的重要激素。皮质激素类药物与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等一样，是品种繁多的一大门

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抑制免疫、增强应激反应、抗毒素和抗休克等药理作用，可以制成

临床使用的注射用针剂和口服制剂以及外用制剂；广泛用于临床内科、外科、皮肤科、血液科、

耳鼻喉科、眼科等病科；临床主要用于严重感染的毒血症、内分泌失调、胶原性疾病、系统性红

斑狼疮、风湿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肾病综合症、过敏性疾病、哮喘、炎症、血液性及造血

系统疾病、多种皮肤病等疾患。它也是临床抢救垂危病人不可缺少的急救药物，有些品种已成为

国际临床不可缺少的首选药物和不可替代的药品。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自上世纪 80 年代

以来，皮质激素类原料药销售额以 15%以上的增长率迅速发展，仅次于抗生素的增长速度，列在

国际医药行业发展速度的第二位。近年来疗效高、副作用低的新品种不断出现，其临床使用范围

越来越广泛，并正向抗癌、抗前列腺增生、抗病毒等临床应用领域发展。   

由于环保成本上升及我国具有原材料优势等多种因素，全球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生产出现了产

业转移的趋势，我国已逐步成为世界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生产中心。目前我国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生

产能力和实际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皮质激素类原料药与抗感染药、维生素和解热镇痛药已成为

目前我国主要大宗原料药出口产品。   

公司长期实施"高科技加规模经济"的发展战略，通过加大研究开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的核

心能力，并将其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同时积极拓展国内和海外市场，提升经营业绩，目

前公司在皮质激素原料药领域居行业主导和领先地位。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由供应部统一负责对外采购工作，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供

应部根据生产计划确定原材料、包装材料等物料的采购计划，通过采购订单管理、采购付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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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控制采购库存，降低资金占用。    

2.生产模式：公司严格按照 GMP 的要求安排生产，从原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

过程、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各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在药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中，公司

质控部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成品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3.销售模式：公司总经理是销售业务的总负责人，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为销售的执行负责人。

具体而言，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原料药和制剂两大类。 

1）原料药销售由外销、内销两部分组成。 

（1）外销模式：原料药的外销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发进出口负责，并根据原料药及其

中间体的特点将全球市场划分为亚洲、美洲、欧洲等几大区域市场。欧洲市场是由天发进出口直

接负责销售，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的出口业务的流程为：公司销售商品给天发进出口，天发进出

口再分别出口给地处新加坡的天药亚洲和地处美国的美国大圣，天药亚洲和美国大圣再将产品销

售给代理商或最终客户。目前公司国外客户分布在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内销模式：原料药内销业务由公司销售部负责，根据原料药的市场区域特点将国内市

场按地域划分进行销售，为客户提供良好服务。 

2）皮质激素类制剂销售模式。 

公司皮质激素类制剂产品目前为片剂类产品，制剂产品的销售从以自营模式为主逐步向代理

模式为主转变。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药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天药销售长期从事皮质激素类制剂产品的

销售，在药品流通领域建立了成熟的销售渠道，公司的片剂产品销售主要由天药销售负责。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033,179,013.61 2,896,799,368.75 4.71 3,111,597,724.55 

营业收入 1,404,719,888.21 1,388,919,008.97 1.14 1,480,538,15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723,912.40 86,583,922.08 -9.08 51,925,70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6,143,356.42 64,017,501.49 18.94 37,303,34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27,949,570.68 2,374,732,565.98 2.24 2,305,367,77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501,812.98 178,763,589.61 -27.56 84,554,189.84  

期末总股本 960,854,960.00 960,854,960.00 0.00  960,854,96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2 0.090 -8.89 0.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2 0.090 -8.89 0.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8 3.70 减少0.42个百分点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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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45,583,525.58 382,551,700.21 352,038,023.51 324,546,63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361,546.67 32,782,962.92 24,268,991.23 7,310,4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347,029.94 32,769,813.16 23,362,372.13 5,664,14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165,419.96 7,670,663.93 56,938,179.58 16,727,549.5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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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6,6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99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0 449,704,773 46.80 68,570,00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8,731,400 28,731,400 2.99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0,320,200 10,320,200 1.07   

无   未知 

阎占表 5,678,900 5,678,900 0.59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5,307,550 5,307,550 0.55   

无   未知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 0 3,812,802 0.40   无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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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法人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

公司 
3,549,525 3,549,525 0.37 

  无   未知 

吴伟立 -147,500 3,170,600 0.33 

  无   境内

自然

人 

嘉实资管－民生银

行－嘉实资本天行

健 5号资产管理计划 

3,075,150 3,075,150 0.32 

  无   未知 

丁敏 2,583,565 2,583,565 0.27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第六名股东为发起人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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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度，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面对资本市场波动、国

家对医药行业宏观管控力度加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实行行业监管、天津“8.12 大爆炸”

以后政府对安全环保的要求日趋严苛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关注公司的每阶段运营成

果，通过对外部环境形势客观分析，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带领广大职工共同努力，开展了一系列

重点工作，完成了年度各项任务，确保企业在皮质激素原料药行业中的主导地位。2015年公司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14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7872万元,出口创汇 9246万美元。  

    （一）提高领导干部管理强度，不断增强企业掌控能力 

我们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不断提高管理企业、掌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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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同时，层层传递压力和责任，不断增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带动大

家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发展企业上来，树立正能量，营造风清气顺、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公司实施中层管理人员季度讲评，并结合 KPI 绩效管理，加大考核力度，全部车间、部门绩

效奖金均与 KPI 考核结果挂钩。同时，充分利用业绩考核结果，对多个车间、部门中层管理人员

进行充实调整，最大限度发挥整体合力，打造强有力的中层管理团队。  

（二）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不断巩固企业竞争优势。 

公司进一步发挥植物甾醇和皂素工艺的双路线优势，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全年组织生产车间

开展各类技术攻关 20余项，多个生产工序的工艺改进取得关键性突破，产品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

部分主打产品的成本同比下降 10%左右，保持了市场竞争力。 

（三）加快市场开发速度，不断拓宽企业发展领域 

公司及时研判市场形势，调整销售策略，主营业务各版块集中发力，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进一步巩固了市场主导地位。内销方面，针对市场形势，我们及时调整销售思路，高毛利产品，

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拓宽市场领域，发挥带动作用；低毛利产品，扩大市场份额，通过上量提高

盈利水平；其他产品，做好品牌营销，紧随市场价格走势，保住市场份额。外销方面，加大欧美

高端市场的销售，部分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同比增幅较大，达到最好水平。在亚洲、非洲市场部

分产品注册和开发进展顺利；墨西哥市场有 5 个产品通过官方认证，越来越多的客户与公司建立

起联系，进一步扩大规范市场份额。 

（四）夯实基础管理，不断提高企业内控水平 

公司在均衡生产、资金使用使用、人员绩效、供应采购、安全环保等方面加大管理力度，进

一步增强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控水平。 

1、突出均衡生产的合理性。系统调配各产品在制量，针对能源季节性使用特点，实现错峰用

能集中生产，尽量减少资金占压。通过一系列合理排产措施，不仅保证了生产进度，还节约了可

观的能源动力费用。 

2、突出资金使用的科学性。精心调配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外汇市

场汇率变化趋势，通过与银行协商比价，进行美元远期结汇，取得了汇兑收益，财务费用大幅减

少。 

3、突出人员使用的高效性。一方面减员增效。通过合理调配人员协产，进一步提高了人员使

用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调整成本核算体系，既实现了对成本的动态跟踪和优化核算，也减少

了人员使用。另一方面深化薪酬管理。打破实行多年的薪酬体系，推行四大职系共 24级的全新薪

酬体系，拓展了职工的晋升空间。 

4、突出供应采购的合规性。加强对大宗原材物料进行价格比对，提高监督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不断降低采购风险。对基础化工原材物料开展内部招标，确保采购到质优价低的原材物料，为公

司节约了采购费用。 

5、突出安全环保的严厉性。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安全环保职责，积极开展安全教育，推行安全

标准化管理。加强污水、尾气的排放监控，实施在线监控，增强及时性和准确性，保证达标排放，

履行企业的环保责任。8.12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公司加强值班管理，实行领导带班、

双人值班。加大巡查力度，开展多次全覆盖、不留死角的综合安全大检查，集中整治安全隐患，

确保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稳定。 

（五）深化质量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持续发展实力 

自新版 GMP 管理规定发布以来，加之国外官方审计越来越严苛，促使公司要将质量体系建设

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建立数据完整性体系，规范各项流程，做到数据完整、准确，确保能够随时

接受 FDA、欧盟及官方的飞行检查。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开展工艺及 GMP执行情况的日查和月查，

加强对新工艺生产过程的监控，切实保证产品质量安全。2015年公司顺利通过丹麦和日本药监局

的官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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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精神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我们努力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开展各种主题活动，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活跃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凝心聚力，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2015年公司举办了发展论坛系列讲座，以创新的宣

讲形式，引发职工共同关注企业的发展并投身到企业的发展中。公司成立企业展室，图文并茂地

再现企业的发展历程，展示天药人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和项目改善“金点子”活动，引导职工建功立业。加大对困难职工的帮扶力度，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和退休职工达 141人次，发放慰问金 21万元。组织多项文体活动，500多名职

工参加，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特别是成功举办了医药集团“天药股份杯”医药职工羽毛球团体

比赛，得到了医药集团领导的肯定。 

回首一年来的工作，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不仅体现了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干劲，也保证了企

业持续不断的竞争力和发展动力，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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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本公司合并范围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按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 

控制，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

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利。 

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全部为本公司控制的被投资单位。 

（2）、本公司的合并范围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合并报表

范围 直接 间接 小计 

天津市天发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90% 0% 90% 90% 是 

天津市三隆化工有限公司 99.69% 0% 99.69% 99.69% 是 

美国大圣贸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0% 0% 100% 100% 是 

天津药业(香港)有限公司 100% 0% 100% 100% 是 

天津天药药业（亚洲）有限公司 0% 100% 100% 100% 是 

（3）、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