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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天圣制药                          公告编号：2018-090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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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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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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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群 董事长 

因个人原因被有关部门留

置，暂时无法完全履行其相

关职责。 

 

李洪 董事 

因个人原因被有关部门留

置，暂时无法完全履行其相

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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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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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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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634,387.57 1,104,402,943.44 1,104,402,943.44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518,026.51 101,756,383.20 101,756,383.20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475,398.65 92,673,456.75 92,673,456.75 -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712,437.64 -137,160,282.98 -137,160,282.98 12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44 0.4042 0.4042 -14.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44 0.4042 0.4042 -1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5.01% 5.01%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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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921,633.06 4,946,489,036.83 5,010,763,636.49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39,252,019.14 3,133,096,280.85 3,130,032,332.29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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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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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 68,641,155 68,641,155 质押 10,000,000 

重庆渝垫国

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34% 9,194,837 0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5,300,000 0   

重庆德同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 4,500,000 0   

中山多美之

家商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3,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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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3,808,000 0   

重庆绿茵医

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3,188,700 0   

雷春风 境内自然人 1.46% 3,099,9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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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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3,000,000 0   

苏州贝塔股

份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 3,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雷春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39,906 股外，还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99,90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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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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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业绩保持了持续稳健增长，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18,863.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3%；实现营业

利润13,129.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51.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3%。。 

1、生产制造 

公司在制造板块遵循“整合、创新、提高”的产业发展方针，进一步整合公司内外资源，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改造落

后生产装备，扩大优势产品的产能，通过学习、培训、自查自检整改等措施，不断强化日常生产管理，提升质量水平，保障

产品品质；加强日常专项监管，落实安全环保人员相关责任，继续做大做强口服固体制剂、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市

场。 

2、医药流通 

在医药流通领域，公司继续稳定现有客户、发展新客户，加强营销系统内部的培训及资源整合工作，另一方面，针对国

家各种宏观政策的出台，进行研判解读，并根据新的医保政策要求进行营销策略调整，使营销系统更能适应国家新常态下的

营销环境，在合理、合规、安全营销的前提下，加强市场深度与广度开发，继续提高公司在重庆地区各级医院的市场覆盖率

及单家医院的品种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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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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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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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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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家，与上年相比新增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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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利康制药有限公司、重庆世昌医药有限公司和广东天圣药业有限

公司。 

子(孙）公司名

称 

子（孙）公

司类型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持

股 

间接持

股 

重庆天圣生物

工程研究院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 生物制品研发及

技术咨询 

1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 

重庆中大医疗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市忠县 重庆市忠县 医疗技术开发 100  设立 

重庆万利康制

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 重庆市垫江县 原料药生产、销售 1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 

重庆世昌医药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 重庆市永川区 药品销售 51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 

广东天圣药业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 批发业 51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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