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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0-084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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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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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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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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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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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09,742,876.06 877,452,831.33 877,989,116.86 -3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68,491,029.81 5,685,218.51 5,369,760.57 -1,3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2,728,905.06 -13,215.08 -290,231.40 -24,95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75,907,096.95 161,501,633.90 161,501,633.90 -5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4 0.0179 0.0169 -1,374.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4 0.0179 0.0169 -1,37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0.18% 0.17% -2.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056,821,641.51 4,391,461,194.04 4,407,196,046.78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744,798,348.11 2,897,269,663.99 2,887,392,322.98 -4.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2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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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9% 104,590,532 102,961,732 质押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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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照生 境内自然人 2.21% 7,034,266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45% 4,620,000 0   

周凤英 境内自然人 0.94% 2,993,200 0   

陈晓东 境内自然人 0.78% 2,483,751 0   

刘维 境内自然人 0.77% 2,442,639 1,831,979   

谢锦和 境内自然人 0.74% 2,339,050 0   

王奕琳 境内自然人 0.53% 1,672,317 0 质押 1,672,317 

李红英 境内自然人 0.48% 1,518,5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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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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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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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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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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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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两

票制、医保控费、带量采购等政策深入推进。2020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

球，自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又进一步充分证明中医

药在保障人民健康甚至生命安危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中医药在本次治疗新冠肺炎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另外，民众健康意识增强促使疾病防患、治疗需

求增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迅速行动，全面部署抗

击疫情的各项防控措施，同时公司捐助了价值100多万元的药品和消毒制剂。公司始终坚持“以

民为天，以质为圣”的发展理念，全心全力服务人类健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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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609,742,876.0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55%；实现

营业利润-69,420,535.4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46.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491,029.8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75.50%。 

1、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了市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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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发公司第三终端市场；合理调

整销售策略，积极组建适应市场需求的销售队伍，加强营销系统内部的培训及资源整合工作，

加强对销售渠道的建设和管理，积极开拓市场，并推进公司商业流通板块的业务重组。 

2、生产管理 

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生产调度；公司高度重视生产和质量安全，对GMP

管理进一步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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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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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恪守依法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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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和健全

各项规章管理制度，保障公司决策、执行及监督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制定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的经营策略，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逐步优化公司业务流程，强化内控管理制度的

落实，保障公司稳健发展。同时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司，注重专业化培训，不断完善培训制

度和内容，为公司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4、研发方面 

公司始终坚持创新型战略，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药品研究工作，丰富产品结构，满足

公司的发展需要。报告期内，公司重要研发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药品类型 申请分类 所处阶段 

1 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化药3类 补充研究 

2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化药 一致性评价 在审评 

3 复方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化药 化药3类 补充研究 

4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化药 化药3类 补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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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射用盐酸头孢吡肟 化药 老6类 在审评 

6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化药 老6类 补充研究 

7 注射用头孢硫脒 化药 一致性评价 在研究 

8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化药 老6类 已批准 

9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化药 老6类 己批准 

10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化药 老6类 补充研究 

11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舒巴坦钠 化药 老6类 补充研究 

12 灯盏花素分散片 中药 补充申请 己批准 

13 地贞颗粒 中药 补充申请 己批准 

14 银参通络胶囊 中药 补充申请 在审评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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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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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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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家，与上年相比，减少8家，增加4家，减少公

司的分别是湖北仙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天欣药业有限公司、重庆大广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柒玖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广阳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天济药业有限公司、重庆中大

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重庆天遥药业有限公司，增加的公司分别是天圣制药集团重庆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速动商贸有限公司、重庆新生活文华传播有限公司和重庆兴隆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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