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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了进一步提升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药业”或“公

司”）的综合实力，把握发展机遇、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17,730.00 万元人民

币，其中 1,933.50 万元计划用于凝胶剂及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10,478.89 万元

计划用于中药配方颗粒建设项目，5,317.61 万元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730.0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万

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中药配方颗粒建设项目 17,317.57  10,478.89  

2 凝胶剂及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6,910.50   1,933.50  

3 补充流动资金  5,317.61   5,317.61  

合计 29,545.68 17,730.0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

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资金缺口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建设，公司

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

次募投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文件为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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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配方颗粒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 17,317.57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

入 10,478.89 万元。项目建成后，公司将达到年生产配方颗粒 57,000 万袋的规模，

配方颗粒包括夏枯草配方颗粒、金银花配方颗粒、黄连配方颗粒等 300 多个品种。

中药配方颗粒建设项目建设期两年，建成后第一年生产负荷 50%，第二年生产负

荷 70%，第三年达到 90%，以后年份生产负荷 100%。本项目建成达产年预计实

现销售收入 39,900 万元。 

2、项目实施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传统的中药以煎服为主，即需要把多种中药材按量按时间用水煎煮，患者服

用煎煮后的药液，传统的中药煎服存在如副作用不明确、质量难以标准化和规范

化、不方便服用等诸多的弊端。中药配方颗粒，是由单味中药饮片经提取浓缩制

成的、供中医临床配方用的颗粒，主要是对中药材及中药材饮片进行特殊加工的

一种便于携带和服用的、疗效显著提高的新剂型，因为服用方便、符合现代人习

惯而备受欢迎。上世纪 70 年代已在日本生产及销售，随后，韩国、台湾均研制

并上市销售 300 多种中药配方颗粒。 

2001 年 7 月，我国为推进中药饮片的剂型改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

《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国药监注[2001]325 号），规定中药配方颗粒

从 2001 年 12 月 1 日起纳入中药饮片管理范畴，并明确对中药配方颗粒采取试点

企业研究、生产，在试点医疗机构使用的管理方式。2001 年至 2004 年，全国共

有 6 家企业获得试点资格。2010 年 12 月，CFDA 发布《关于规范中药配方颗粒

管理的通知》，规定试点医疗机构为二级以上中医院。从 2011 年起，吉林、安

徽等省市出台省内试点政策。2015 年底，《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拟放开生产准入；2016 年 2 月，国务院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2016 年 8 月，国家药典委员会出台了《中药配方

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明确质量标准。自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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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各省省内试点推进加速，目前已有约 17 个省份开展省内试点，共有约 50

家企业获得试点资格。目前，行业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国家及各省行政壁垒极高，

可能会发展成为“全国龙头+地方割据”的模式。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分析 

①市场空间巨大 

中药配方颗粒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中药配方

颗粒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天江药业率先试点研制，2001 年至 2004 年先后在

全国范围批准了六家试点企业（天江药业和一方制药后来均被中国中药收购），

各企业经过十几年发展都逐渐建成中药配方颗粒的标准化生产设施，每家企业生

产配方颗粒品种大约 300-700 种。 

经过十多年的全国试点与研究，中药配方颗粒以使用方便、调配灵活等优势

逐渐被医院和患者接受与认可，产量与用量在逐年快速增长。依据前瞻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中药配方颗粒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2006-2017 年，中药配方颗粒全国销售额由 2.28 亿元上升到 125 亿元，年复合增

长率为 43.9%，远高于同期中药饮片 26.7%的复合增速。据 Frost & Sullivan 预测，

在行业逐步放开的趋势下配方颗粒将部分替代中药饮片和中成药，2020 年市场

将达 440 亿元。 

②有利于公司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 2014 年至 2018 年收入分别为 4.54 亿元、5.22 亿元、6.33 亿元、6.82

亿元、6.94 亿元，公司在产产品 11 个，主导产品 4 个，即宁泌泰胶囊、坤泰胶

囊、苦参凝胶、夏枯草口服液，受限于产品品类的单一和市场环境的影响，最近

两年收入增幅缩小，亟待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获得批准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

为公司业务增长提供了机遇，因此，为开拓新的利润增长来源，丰富公司产品生

产品类，公司实施中药配方颗粒项目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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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中药配方颗粒暂行管理规定》，规

定将中药配方颗粒管理纳入中药饮片管理范围，实施文号管理，我国中药配方颗

粒进入快速化发展时期。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明确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管理之中。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导向。 

（2）公司已取得贵州省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业资质 

中药配方颗粒在中药产品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其对质量和药效的控

制，规避了市场上对中药产品、中药饮片副作用不明确、质量难以标准化和规范

化、不方便服用等弊端，但国家对中药配方颗粒的管控一直处于比较谨慎状态，

尚未放开，必须取得监管部门批准才允许生产销售，除六家全国范围的试点企业

外，部分省区域也有试点企业，存在一定的准入门槛。 

2018 年 9 月贵州省药监局发布了《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中药配方

颗粒研究试点工作的通知》（黔食药监化注发[2018]135 号），正式开始在贵州

省内筛选试点企业，公司经过认真准备，通过申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

被贵州省药监局确定为贵州省第一批中药配方颗粒研究 2 家试点企业之一。 

（3）具备项目实施的人员和技术 

中药配方颗粒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在贵州省目前仅有两家试点企业，新天

药业为其中一家。新天药业作为中药制造企业，在中药制剂方面，拥有多项发明

专利和独家中药注册批件。新天药业目前已掌握 300 多种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标

准及工艺规程，并对其中 100 多个品种进行了深入的标准及工艺研究，已完全具

备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化的技术条件。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估算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投资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16,317.56 94.23% 

1.1 工程费用 12,817.56 74.01% 

1.1.1 建筑工程费 7,852.46 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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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设备购置费 4,965.10 28.67% 

1.2 其他费用 3,500.00 20.21% 

2 铺底流动资金 1,000.00 5.77% 

合计 17,317.57 100.00% 

5、项目用地、立项备案、环境保护评估等事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乌当区东风镇云锦村，项目选址已通过乌当区人民政府

专题会议讨论确定，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项目地块的招拍挂程序。 

2019 年 3 月 21 日，贵阳市乌当区发展和改革局对本项目进行了备案，备案

证号：2019-520112-27-03-463076。2019 年 7 月 15 日，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贵

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配方颗粒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筑环审〔2019〕6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6、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达产年实现销售收入 39,900 万元，达产年利润总额

4,835.80 万元，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16.96%，投资回收期（所得

税前）为 7.02 年。 

（二）凝胶剂及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 6,910.50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1,933.50 万元。公司拟在原有产品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在新征土地上新增年产夏

枯草口服液 3,300 万支产能，新增年产苦参凝胶 2,000 万支产能。凝胶剂及合剂

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期两年，建成后第一年生产负荷 50%，第二年生产负荷 70%，

第三年达到 90%，以后年份生产负荷 100%。本项目建成达产年预计实现销售收

入 21,833.23 万元。 

2、项目实施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根据医药健康产业市场研究公司 IMS 的《Outlook for Global Medicines 

through 2021》报告，2016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达到了 11,046 亿美元，考虑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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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2011 年至 2016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 6.2%。其中，美国是全球最大

的医药消费市场，占据了 2016 年全球医药市场总规模的 42%，中国是第二大医

药消费市场，大约占据了全球医药市场总规模的 11%。 

依据万德统计数据，我国医药制造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收入规模从

1999 年的 1,324 亿元，快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28,185 亿元，年复合增速 18%，远

超过全球医药市场的增速。 

2016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医药产业是支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服务业的重要

基础，要通过优化应用环境、强化要素支撑、调整产业结构、严格产业监管、深

化开放合作，激发产业创新活力，降低医药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全环节的成本，加

快医药产品审批、生产、流通、使用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产业智能化、服务

化、生态化，实现产业中高速发展和向中高端转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2016 年 10 月 26 日，工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

学技术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

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从行业规模、技术创新、产品规

模、技术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目标。综合这些

都将给整个医药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中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是显而易见的。2016 年 3 月印发

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提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加强中医药产业创新，

加快中药产业标准化建设。同年 8 月，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推进中医药

继承创新、拓展中医药服务新业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等 9 大重点任务，大力

扶持中医药产业。到 2017 年，更多中医药相关政策陆续颁布，将规划中的发展

目标及重点任务逐步落到实处。2017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

式实施，国粹从此有了国法保障。作为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综

合性法律，《中医药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

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

规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支持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十九大”报告

中，总书记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在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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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祝贺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时，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

泛认可。 

（1）苦参凝胶 

妇科炎症是指妇女生殖系统感染所引起的疾病。妇科炎症主要分为阴道炎、

宫颈炎和盆腔炎三类，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根据局部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推

算，我国已婚妇女的妇科病患病率为 46.10%，其中农村妇女的妇科炎症患病率

达 48.85%，高于城市 41.26%的患病率。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

心的抽样数据，慢性宫颈炎患病率最高，约 39.9%，其次为阴道炎，患病率约

15.90%。妇科炎症市场产品基本分为外用药和口服药两大类，产品数量达 60 多

种。外用药主要分为洗剂类、栓剂类和泡腾片类。由于妇科疾病往往需要长期用

药，中成药因其成本低、副作用小，在治疗妇科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成

药在口服用妇科用药市场占有明显优势。在妇科炎症治疗药物中，中成药占据了

71%的市场份额，而化学药物制剂仅占 29%，中成药与西药的比例基本上为 7:3。 

近几年来，妇科炎症的患病率虽然变化不大，但却一直居高不下。患病率高、

复发率高是妇科炎症的主要特点，同时反映出妇科炎症治疗药物市场需求巨大。

苦参凝胶具有广谱抗细菌、霉菌、滴虫感染的功效，克服了抗菌谱单一的缺点，

且苦参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粘附性，使药物能较长时间的滞留在病变局部，提高

了生物利用度，使其治疗生殖道感染的活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该产品上市以来，

经临床验证具有显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于 2018 年其销售收入已达 1.57 亿元，

并保持稳定增长，因此该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2）夏枯草口服液 

甲状腺结节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患者既有男性又有女性，以女性居多，

其包括甲状腺腺瘤、甲状腺囊肿和结节性甲状腺瘤等多样性的病症表现。据统计

分析，甲状腺结节在人群中的临床患病率在 4~7%之间，而通过 B 超发现率为

17.9~67%，若使用高分辨率超声可检出 50 岁以上的人群中有超过 50%的人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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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疾病。当前，治疗该疾病所采用的西医方法包括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酒精介

入治疗、放射性碘治疗和手术治疗等，但具有一定副作用和易复发的缺陷。而中

医治疗可根据不同的病机施以相应的治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经长期临床的验证

得到了确证。 

据调查分析乳腺增生病约占全部乳腺疾病的 75%，其多见于 25～45 岁的女

性，其中约有 70%～80%的女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针对此疾病，西药治

疗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主要采用激素疗法和内分泌疗法，但存在副作用较大和

复发率较高的隐患。同时，鉴于本病需要长期服药，因此我国治疗该疾病主要以

中药为主。 

夏枯草口服液自上市十来年的临床应用表明，其深受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

和高血压等患者的青睐，该产品 2018 年的销售收入接近 6000 万元，具有很好的

市场前景。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2016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6 年 10 月 26 日，工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从行业规模、技术创新、产品

规模、技术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目标。2017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国粹从此有了国法保障。作为我国

首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

中医药的地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对

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支

持中医药的传承发展。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 

（2）良好的客户基础及领先的市场地位 

新天药业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民族药定点生产企业、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省级创新型企业。公司目前在产产品 11 个，其中独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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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8 个，包括本项目的苦参凝胶、夏枯草口服液两种产品。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

队伍建设，公司已拥有了一支专业、稳定的职业化营销队伍。公司营销队伍的建

设立足于当地招聘，并不断完善合理有效的营销管理制度，加大销售人员的培训

力度和管理力度，提高现有销售人员的业务技能，将公司营销队伍打造成为一支

有竞争力的学习型、创新型的职业化团队。公司通过专业化学术推广，提高了临

床医务人员对公司以及公司药品的信任度，有效地维护了公司、医药商业公司和

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之公司多年积累建设形成的专业、稳定的营销队伍，公

司营销优势较为突出。 

（3）公司重点发展 OTC 产品 

公司目前在产产品 11 个，其中 OTC 类 4 个，目前 OTC 产品销售收入占总

的销售收入比例约 25%；为加强 OTC 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公司将 OTC 市场作为

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公司设立有 OTC 事业部，下设管理部、推广部、市场部和区域办事

处，负责推动全国重点连锁的 OTC 市场开发和产品推广。目前公司在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 OTC 业务，着眼于改善女性卵巢功能、消除妇科炎

症等公司专业领域，重点推广和颜坤泰胶囊、坤立舒苦参凝胶以及宁泌泰胶囊、

夏枯草口服液等独家专利产品。 

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 720 家大中型连锁公司、62,000 余家连锁门店，并与 360

家大型连锁总部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已建立合作关系的大型连锁药

店包括老百姓大药房、益丰大药房、鸿翔一心堂、中国海王星辰、大参林医药集

团等。此外，公司产品也在天猫、京东、康爱多等多家电商平台销售。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估算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投资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6,390.50 92.48% 

1.1 工程费用 5,190.50 75.11% 

1.1.1 建筑工程费 4,186.40 60.58% 

1.1.2 设备购置费 1,004.10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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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费用 1,200.00 17.36% 

2 铺底流动资金 520.00 7.52% 

合计 6,910.50 100.00% 

5、项目用地、立项备案、环境保护评估等事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乌当区东风镇云锦村，项目选址已通过乌当区人民政府

专题会议讨论确定，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项目地块的招拍挂程序。 

2019 年 4 月 23 日，贵阳市乌当区发展和改革局对本项目进行了备案，备案

证号：2019-520112-27-03-083981。2019 年 7 月 15 日，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贵

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凝胶剂及合剂生产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筑环审〔2019〕7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6、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达产年实现销售收入 21,833.23 万元，达产年利润总额

2,688.81 万元，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20.93%，投资回收期（所得

税前）为 6.29 年。 

三、补充流动资金 

新天药业所处的中药医药制造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金投入的

需求较高，且近年来公司业务保持较快增长，营运资金存在较大缺口，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安排5,317.61万元用于补充新天药业流动资

金，项目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新天药业抗风险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经审慎分析论证，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

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和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竞争能力，提高公

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

运用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必

要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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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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