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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法人股 21,000.00 73.68

其中：天士力集团 16,784.70 58.89

广州市天河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725.00 6.05

帝士力投资 1,140.00 4.00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 1,050.00 3.68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300.30 1.05

二、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7,500.00 26.32

三、股份总数 28,500.00 100.00

7、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支付

经公司2005年12月19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05年12月30日实施“原非流通股股东向流

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2,175万股股份作为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付2.9股”为主要内容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实施

完毕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公司就本次股改

后的股权变动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际支付对价情况如下：

序号 执行对价的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

数量

（万股）

本次执行

对价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天士力集团 16,784.70 58.89 -1,738.42 0 15,046.28 52.79

2

广州市天河振凯贸易有限公

司

1,725.00 6.05 -178.66 0 1,546.34 5.43

3 帝士力投资 1,140.00 4.00 -118.07 0 1,021.93 3.59

4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

筑有限公司

1,050.00 3.68 -108.75 0 941.25 3.30

5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300.30 1.05 -31.10 0 269.20 0.94

合 计 21,000.00 73.68 2,175.00 0 18,825.00 66.05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18,825.00 66.05

其中：天士力集团 15,046.28 52.79

广州市天河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546.34 5.43

帝士力投资 1,021.93 3.59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 941.25 3.30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269.20 0.9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9,675.00 33.95

三、股份总数 28,500.00 100.00

8、2007年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7年1月4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以上市流通，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如下：

序号 执行对价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万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上市

数量

（万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万

股）

1 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546.34 5.43 1,425.00 121.34

2 帝士力投资 1,021.93 3.59 1,021.93 0

3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

建筑有限公司

941.25 3.30 941.25 0

4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269.20 0.94 269.20 0

合 计 3,778.72 13.26 3,657.38 121.34

注：2006年,“广州市天河振凯贸易有限公司”更名为“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

此次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之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15,167.62 53.22

其中：天士力集团 15,046.28 52.79

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21.34 0.4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13,332.38 46.78

三、股份总数 28,500.00 100.00

9、200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05号批文核准，公司于2007年1月8日至1月10日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10名特定投

资者发行了2,000万股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28,780万元。本次发行后的股权变动已完成工商登记等必要手

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17,167.62 56.29

其中：天士力集团 15,046.28 49.33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机构投资者 2,000.00 6.56

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21.34 0.4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13,332.38 43.71

三、股份总数 30,500.00 100.00

10、2007年股权转让

2007年2月25日，公司发起人股东天士力集团与帝士力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帝士力投资将其持有公司210万股股份

转让给天士力集团。本次收购完成后，天士力集团在公司股份中的持股比例从49.33%增至50.02%。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登

记手续。

此次股权变动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17,167.62 56.29

其中：天士力集团 15,046.28 49.33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机构投资者 2,000.00 6.56

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21.34 0.4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13,332.38 43.71

其中：天士力集团 210.00 0.69

三、股份总数 30,500.00 100.00

11、2007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公司200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07年5月30日实施以公司2006年末总股本28,500万股，加上2007年1月定向增发股

数2,000万股后的总股本30,500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6股的方式，以18,300万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后股本总数由

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30,500万股增加到48,800万股。本次转增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此次变动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27,468.20 56.29

其中：天士力集团 24,074.06 49.33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机构投资者 3,200.00 6.56

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94.14 0.4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21,331.81 43.71

其中：天士力集团 336.00 0.69

三、股份总数 48,800.00 100.00

12、2008年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承诺，2008年1月，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以上市流通，公司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执行对价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万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上市数量

（万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万股）

1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

机构投资者

3,200.00 6.56 3,200.00 0

2 揭东县振凯贸易有限公司 194.14 0.40 194.14 0

合 计 3,394.14 6.96 3,394.14 0

此次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之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24,074.06 49.33

其中：天士力集团 24,074.06 49.3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24,725.94 50.67

其中：天士力集团 336.00 0.69

三、股份总数 48,800.00 100.00

13、2009年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限售期承诺，2009年1月，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可以上市流通，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执行对价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万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上市数量

（万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万股）

1 天士力集团 24,074.06 49.33 24,074.06 0

合 计 24,074.06 49.33 24,074.06 0

此次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之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法人股 0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48,800.00 100.00

其中：天士力集团 24,410.06 50.02

三、股份总数 48,800.00 100.00

14、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0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0]1714号文件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

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8,421,327�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为37.6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68,641,895.20元。公

司于2010年12月17日办理了股份登记，总股本增加至516,421,327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股 1,590.00 3.08%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40.00 2.01%

境外法人股 212.13 0.41%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48,800.00 94.50%

其中：天士力集团 24,410.06 47.27%

三、股份总数 51,642.13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境外法人股 - -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51,642.13 100.00

其中：天士力集团 24,410.06 47.27%

三、股份总数 51,642.13 100.00

（三）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自设立起至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止，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公司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前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2012年9月30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境外法人股 - -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51,642.13 100.00

其中：天士力集团 24,410.06 47.27%

三、股份总数 51,642.13 100.00

（二）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244,100,553 47.27%

2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11,300,000 2.19%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10,517,318 2.04%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8,567,150 1.66%

5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6,862,266 1.33%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6,659,034 1.29%

7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6,500,000 1.26%

8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6,000,000 1.16%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市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6,637 1.14%

10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5,000,000 0.97%

合计 311,402,958 60.30%

三、公司组织结构和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组织结构

（二）公司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共有7家全资子公司，5家控股子公司，4家参股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1）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现代中药资源成立日期为2003年3月4日，注册资本为33,470.11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文。经营范围为：中药数字仪器、制药

设备及技术的开发、生产、销售；中药数字化检测分析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中药材、日用化学品提取物的加工及销售（食品、

药品及化学危险品、易制毒品除外）；中草药采购；流浸膏剂（中间体）；原料药（穿心莲内酯）生产；进出口业务；化妆品批发

兼零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现代中药资源资产总额为53,713.04万元，负债总额为10,616.13万元，股东权益为43,096.91万元。2012

年1-9月，现代中药资源实现净利润425.35万元。

（2）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天士力成立日期为2001年10月29日，注册资本为38,202.6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生物工程产品的

生产(凭许可证经营),中西药制剂、保健品及其他生物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相关“四技”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该公司为天士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上海天士力资产总额为38,660.19万元，负债总额为14,869.04万元，股东权益为23,791.15万元。2012年

1-9月，上海天士力实现净利润-4,942.89万元。

（3）Tasly� America� Pharmaceuticals,� Inc

Tasly� America� Pharmaceuticals,� Inc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注册地为美国马里兰州，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

经营范围为：开发、制造、进出口、销售以及投资于营养和医药产品。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Tasly� America� Pharmaceuticals,� Inc资产总额为7,995.85万元，负债总额为6,409.46万元，股东权益为1,

586.39万元。2012年1-9月实现净利润949.91万元。

（4）云南天士力三七种植有限公司

云南天士力成立日期为2000年3月28日，注册资本为5,9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岩。经营范围为：中药材种植、收购、泡制、

精加工、销售（以上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云南天士力资产总额为5,731.04万元，负债总额为-285.43万元，股东权益为6,016.47万元。2012年1-9

月，云南天士力实现净利润-91.19万元。

（5）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天士力之骄成立日期为2004年9月22日，目前注册资本为16,091.7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叶正良。经营范围为：医药技术开

发、转让、咨询、服务；冻干粉针剂。（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

定办理）。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之骄资产总额为28,381.98万元，负债总额为16,781.36万元，股东权益为11,600.62万元。2012年

1-9月，天士力之骄实现净利润1,180.83万元。

（6）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天士力营销成立日期为1999年6月9日，注册资本为7,9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迺峰。经营范围为：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

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批发；化学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化妆品、保健

食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截至2012年9月30日，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 70.00

天津宝士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

合计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营销资产总额为288618.94万元，负债总额为254,456.18万元，股东权益为27,569.35万元。2012

年1-9月，天士力营销实现净利润5,447.64万元。

（7）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天士力成立日期为1998年11月4日，注册资本为6,887.3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岩。经营范围为：中药材（国家管理品

种除外）种植、购销；中药饮片加工、销售（凭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经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 79.52

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3.77

商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89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中药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2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80

合计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陕西天士力资产总额为11,193.24万元，负债总额为2,780.13万元，股东权益为8,413.11万元。2012年1-9

月，陕西天士力实现净利润238.26万元。

（8）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博科林成立日期为2002年4月18日，注册资本为1,9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文。经营范围为：药品包装材料及容器的技术

开发；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制品制造、销售；精密塑料注件及相关材料的技术咨询服务（中介除外）；模具设计、制造、销售；

塑料原料销售；药用辅料（薄膜包衣剂、聚乙二醇）制造；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聚乙烯醇批发兼零售。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证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 75.00

宝士力（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00

程金华 5.00

程金益 5.00

合计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博科林资产总额为19,107.07万元，负债总额为319.71万元，股东权益为18,787.36万元。2012年1-9月，

博科林实现净利润1,772.22万元。

（9）天士力金纳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天士力金纳成立日期为2001年9月26日，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研制疫苗

以及相关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服务。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 55.00

李小强 30.00

天津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00

合计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金纳资产总额为6,880.27万元，负债总额为15,728.69万元，股东权益为-8,848.42万元。2012年

1-9月，天士力金纳实现净利润-3,105.71万元。

（10）天津雅昂医药国际化发展促进有限公司

天津雅昂成立日期为2012年1月16日，注册资本为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医药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交

流；医药国际注册法规研究与培训；国际医药研发信息与药政服务；提供国际标准的化学药临床前、临床统计数据管理技术支

持和合同研究组织服务；指导和代理国际专利申请；医药研发项目投资和技术转让；医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范围、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咨询服务。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雅昂资产总额为611.24万元，负债总额为12.11万元，股东权益为599.13万元。2012年1-9月，天

津雅昂实现净利润-0.87万元。

（11）天津天士力(辽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天士力（辽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年3月3日，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迺峰。经营范围

为：生产片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散剂、口服液及硬胶囊剂（有效期到2015年12月31日），生产、

销售六味人生原生态酒（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12月09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公司经营的项目

除外）。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 51.00

徐立元 30.00

天津天润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00

赵光燃 5.00

李斌 3.00

赵智源 2.00

合计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辽宁）制药资产总额为10,282.96万元，负债总额为7,545.22万元，股东权益为2,737.74万元。

2012年1-9月，天士力（辽宁）制药实现净利润49.52万元。

（12）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

天士力（香港）药业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2年4月20日，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凯。经营范围为：药品、

保健品的研发与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香港）资产总额为32.03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股东权益为32.03万元。2012年1-9月，天士

力（香港）实现净利润0.03万元。

2、发行人参股子公司

（1）上海颜氏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颜氏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注册资本为17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颜德馨。经营范围为：医药

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2012年9月30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颜德馨 64.71

天士力 35.29

合计 100.00

（2）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商汇成立日期为2004年4月5日，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云集。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农

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进行投资及咨询管理；企业财务咨询（以上范围为国家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截至2012年9月30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津融昇鑫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3.90

天士力 24.98

天津津兰集团有限公司 17.00

天津滨海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7.33

天津凯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35

天津商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3

合计 100.00

（3）天津天士力我立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我立德创投成立日期为2004年9月1日，注册资本为18,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以全部自有资金进行

股权投资（包括新设立企业，向已设立企业投资、接受已设立企业投资者股权转让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

创业投资咨询；为所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截至2012年9月30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集团 36.00

韩国WOORIDUL医院 32.00

天士力 19.00

韩国DOCTOR’MEDICORE公司 13.00

合计 100.00

（4）天士力创世杰（天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创世杰公司成立日期为2010年7月26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以上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截至2012年9月30日，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士力 50.00

TRANSGENE（法国） 50.00

合计 100.00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情况

1、基本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集团持有天士力股票共计244,100,5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7.27%，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天士力集团成立日期为2000年3月30日，注册资本为237,843,846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希军，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控股；天

然植物药种植及相关加工、分离；组织所属企业开展产品的生产、科研、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各类商品、物资的批发、零售；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生物技术（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及产品；自有设备、房屋的租赁；各类经济信息咨询；本企业研制

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研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

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矿业开发经营；原料药（盐酸非索非那定、右佐匹克隆）生产；因特网信息服务（除

新闻、出版、教育、医疗器械和电子公告以外的信息服务内容，业务覆盖范围：天津市）（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天士力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帝士力投资 61.68

浙江尖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76

天津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17.56

2、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2年9月30日，天士力集团资产总额为10,908,438,118.48元，负债总额为6,125,105,880.42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219,749,316.55元，2012年1-9月，天士力集团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565,503,161.94元。

3、所持有公司股票被质押的情况

经核查，天士力集团将持有公司的流通股19,835,1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4%）质押给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期限自2010年5月10日起至2014年5月15日。

天士力集团将持有公司的流通股53,315,5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0.32%）质押给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质押期限自2010年8月18日期至天士力集团履行完毕其偿付义务或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行使质权并获得相当于

代偿金额的价款之日。

天士力集团将持有公司的流通股18,645,1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3.61%）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股权质押期限自2010年11月17日期至2012年11月24日。

上述质押均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手续。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股份无其他存在质押的情形。

（二） 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闫希军先生，闫希军先生通过其控制的富华德持有帝士力投资51%的股权，并进而控制公司的控股股

东天士力集团。闫希军先生通过富华德对公司的具体控制关系如下：

其简历如下：

闫希军先生：曾任北京军区254医院药剂科主任、天津市天使力联合制药公司总经理、北京军区后勤部医药集团（师级）

总经理、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为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天津市人大代表，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

进会副会长、天津全球成长型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等职务。

截至 20112年9月3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希军先生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富华德 3,600万元 50

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以自有资

金对医药业、制造业、贸易业、服务业、金融业进行投资；各类商

品及物资批发兼零售；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含

中介）；自有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帝士力 3,500万元

闫希军通过富华

德

持股51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生物技术（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技

术及产品；以自有资金对保健食品、高科技行业投资（以上范围

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闫希军 董事长 男 58

蒋晓萌 副董事长 男 49

吴迺峰 董事 女 59

李文 董事、总经理 男 45

何显鸿 董事 男 54

王永炎 独立董事 男 73

王国刚 独立董事 男 57

王爱俭 独立董事 女 58

张建忠 监事会主席 男 59

李丽 监事 女 44

蔡金勇 监事 男 40

王瑞华 财务总监 男 49

刘俊峰 董事会秘书 男 44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业简历

1、董事会成员简历

（1）闫希军先生：曾任北京军区254医院药剂科主任、天津市天使力联合制药公司总经理、北京军区后勤部医药集团（师

级）总经理、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天津市人大代表，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副会长、天津全球成长型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等职务。

（2）蒋晓萌先生：曾任浙江尖峰电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天津天

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董事等，兼任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金华市企业家协会会长、金华市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务。

（3）吴迺峰女士：曾任北京军区254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天津天使力联合制药公司市场总监兼总工程师、北京军区后勤

部医药集团市场总监、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天津天士力医

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并任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4）闫凯先生：曾任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华

金（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

委员，天津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副理事长。

（5）张雁灵先生：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八分部卫生处处长，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解放军小汤山

非典专科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并参与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国家和军

队重大改革方案的推行实施。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国际军事医学委员会泛亚太地区主席、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副

会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卫生法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国家医疗

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

（6）王爱俭女士：曾任《天津财经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金融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民建天津市副主委、民建中央财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7）施光耀先生：曾任中国证券报社常务副总编辑、新华社高级编辑、湘财证券公司战略创新委员会主席、湘财荷银基金

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

学客座教授和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2、监事会成员简历

（1）张建忠先生：曾任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常务总监。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天士力集团董事兼常务副总裁、

天津天时利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时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并兼任中国老年协会健康与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天津市北辰区工商联合商会会长、天津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2）李丽女士：曾任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计财部部长，现任本公司监事、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兼任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工会经济审查委员会经审主任等职务。

（3）蔡金勇先生：曾任本公司物流总监、运营总监，现任本公司监事兼副总经理、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4）苗青女士：2008年1月至今在本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职务，2012年4月起兼任本公司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瑞华先生：曾先后在化工部长沙化学矿山设计院、国家建材局秦皇岛玻璃设计院、机械部第四设计院负责项目财

务评价工作；后就职天津日板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科科长，负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自2001年10月起在本公司担任财

务部部长，2004年7月至2005年2月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部部长，2005年2月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至今，2012年12月起担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同时兼任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2）刘俊峰先生：曾在君安证券（天津）投资银行部、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深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投资银行

业务，在北京大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民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任副总经理及董事、总经理职务。2003年6月起任本公司证

券部经理，2005年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2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同时兼任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监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及秘书长等职务。

（三）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1、在股东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股东单位名称 担任职务 任期起始日 任期终止日 是否领取报酬津贴

闫希军 天士力集团 董事长 2010年5月 2013年5月 否

蒋晓萌 天士力集团 副董事长 2010年5月 2013年5月 否

吴迺峰 天士力集团 总裁 2010年5月 2013年5月 是

张建忠 天士力集团

董事、常务副总

裁

2010年5月 2013年5月 是

闫凯 天士力集团 董事 2010年5月 2013年5月 是

李丽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

限公司

审计部

部长

2011年1月 2012年12月 是

2、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担任的职务

闫希军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生物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我立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天士力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士力广告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士力金纳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迺峰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陕西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广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建忠

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天津天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天时利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四）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2011年度领薪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2011年度薪酬 备注

闫希军 董事长 177.08 在公司领薪

蒋晓萌 副董事长 0.00 未在公司领薪

吴迺峰 董事 117.44 在公司领薪

王爱俭 独立董事 10.00 独立董事津贴

张建忠 监事会主席 70.25 在公司领薪

李丽 监事 23.42 在公司领薪

蔡金勇 副总经理、监事 62.13 在公司领薪

苗青 监事 58.70 在公司领薪

王瑞华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14.77 在公司领薪

刘俊峰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14.77 在公司领薪

合计 - 748.56 -

注：公司董事闫凯、张雁灵、施光耀2011年度未在公司领薪

（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六、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用途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现有主要产品有复方丹参滴丸、养血清脑颗粒（丸），水林佳、芪参益气滴

丸、荆花胃康胶丸、柴胡滴丸、穿心莲内酯滴丸、藿香正气滴丸、益气复脉冻干粉针等。

（二）公司主要产品的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表：

产品名称 剂型 批准文号 OTC 医保 功能主治

复方丹参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Z10950111

- 甲类

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胸弊，症

见胸闷、心前区刺痛；冠心病心绞痛见上述症候者。

养血清脑颗粒 颗粒剂

国药准字

Z10960082

是 乙类

养血平肝，活血通络。用于血虚肝旺所致头痛，眩晕

眼花，心烦易怒，失眠多梦。

养血清脑丸 丸剂

国药准字

Z20063808

是 乙类

养血平肝，活血通络。用于血虚肝旺所致头痛，眩晕

眼花，心烦易怒，失眠多梦。

水林佳 胶囊剂

国药准字

H20040299

- 乙类 用于急慢性肝炎、脂肪肝的肝功能异常的恢复。

芪参益气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Z20030139

- 乙类

益气通脉，活血止痛。用于气虚血瘀型胸弊。症见胸

闷胸痛，气短乏力，心悸、面色少华、自汗、舌体胖有

齿痕、舌质暗或紫暗有瘀斑，脉沉或沉弦，适用于冠

心病心绞痛见上述症候者。

荆花胃康胶丸 胶丸剂

国药准字

Z10970067

是 乙类

理气散寒，清热化瘀。用于寒热错杂、气滞血瘀所致

的胃脘胀闷疼痛、嗳气、泛酸、嘈杂、口苦。

柴胡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Z20020053

是 乙类

解表退热。用于外感发热，症见身热面赤、头痛身

楚、口干而渴。

穿心莲内酯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Z20040078

是 乙类

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用于上呼吸道感染风热所致

的咽痛。

藿香正气滴丸 滴丸剂

国药准字

Z20000048

是 乙类

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头

痛昏重，玩腹胀痛，呕吐泄泻，胃肠型感冒。

益气复脉冻干粉针

冻干

粉针

国药准字

Z20060463

是 -

益气复脉，养阴生津。用于冠心病劳累性心绞痛气

阴两虚证，症见胸痹心痛，心悸气短、倦怠懒言、头

晕目眩、面色少华、舌淡、少苔或剥苔，脉细弱或结

代；冠心病所致慢性左心功能不全II、III级气阴两虚

证，症见心悸、气短甚则气急喘促，胸闷隐痛，时作

时止，倦怠乏力，面色苍白，动则汗出，舌淡、少苔或

剥苔，脉细弱或结代。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冻干

粉针

国药准字

Z20110011

- -

活血化瘀，通经活络，主治因瘀血阻滞经络所致缺

血性中风，症见半身肢体麻木，虚弱无力，拘挛疼

痛，或运动不遂，口眼歪斜等。

重组人尿激酶原

冻干

粉针

国药准字

S20110003

- -

作为生物制品Ⅰ类新药，主要用于急性ST段抬高性

心肌梗死的溶栓治疗。

第四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2012年9月30日，母公司拥有的银行授信总额为211,800万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11,419万元，未使用授信余额200,

38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授信银行 授信总额度 已使用额度 未使用额度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北辰支行 69,000 69,000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支行 7,800 7,800

中国农业银行河西支行 40,000 40,000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30,000 5,039 24,961

渤海银行天津分行 40,000 40,000

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10,000 10,000

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8,000 8,000

法兴银行天津分行 7,000 6,380 620

总计 211,800 11,419 200,381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同约定，未发生过违约现象。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发行人于2012年4月发行了首期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面值（万元） 发行日期 债券年利率 期限 偿还情况

公开发行2011年度第一

期公司债券

40,000 2012年4月24日 6% 5

尚未发生本公司需要为第

一期债券偿付本息的情况

四、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如发行人本次申请的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不超过8亿元，占公司2012年9

月30日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19.79%，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40%，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以下内容主要摘自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如需了解公司的详细财务状况，请参阅公司2009年度、2010年度、2011� 年度审计

报告及2012年1-9月财务报告，以上报告已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一、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0]第818号、天健

审[2011]1298号、天健审[2012]1118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2年1-9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母公司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2009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 2.50 1.73 2.37 1.15

速动比率 2.38 1.64 2.25 1.07

资产负债率（%） 28.27 31.07 26.55 37.49

项 目 2012年1-9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2.92 3.65 4.30 4.21

存货周转率 5.19 5.29 5.66 7.30

利息保障倍数 14.04 14.34 19.41 18.10

每股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0.92 -0.10 0.58 0.69

每股现金净流量 -1.04 -0.67 1.86 0.11

（二）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2年

9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2009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 1.71 1.45 1.78 1.14

速动比率 1.39 1.18 1.47 0.90

资产负债率（%） 42.97 43.08 37.19 46.06

项 目 2012年1-9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5.77 9.58 8.46 7.57

存货周转率 5.75 7.05 6.50 7.67

利息保障倍数 12.11 13.83 10.36 10.49

每股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0.78 0.26 0.76 0.82

每股现金净流量 -1.04 -0.42 1.96 0.27

（三）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合并口径）

1、净资产收益及每股收益

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12年1-9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6.48% 1.21 1.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21% 1.19 1.19

2011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7.95% 1.18 1.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57% 1.03 1.03

2010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1.06% 0.92 0.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47% 0.90 0.90

2009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6.46% 0.65 0.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02% 0.63 0.63

2、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2年1-9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172,219.47 70,818,882.73 552,496.92 5,664,418.55

政府补助及贴息收入 8,733,242.97 46,751,417.61 14,494,950.80 12,890,908.8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 2,227.14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支净额

-694,307.93 -880,799.95 5,762,624.54 -3,875,892.3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79,180.14 - -

小 计 14,211,154.51 117,668,680.53 20,812,299.40 14,679,435.03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2,447,914.47 12,783,232.48 5,759,435.94 4,561,585.77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1,701,994.70 24,056,442.57 2,475,031.12 1,619,479.56

非经常性收益： 10,061,245.34 80,829,005.48 12,577,832.34 8,498,369.70

扣除非经常性收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15,410,591.78 529,982,242.85 437,723,838.27 308,207,970.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及2012年1-9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0,820.80万

元、43,772.38万元、52,998.22万元及61,541.06万元。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正数，且逐年增加，

表明公司生产经营良好，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可以较好地为公司的偿债能力提供保障。

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本期债券发行后将引起公司财务结构的变化。下表模拟了公司的总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结构在以

下假设的基础上产生的变动：

1、财务数据的基准日为2012�年9月30日；

2、假设本期公司债券总额4亿元计入2012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3、假设不考虑融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费用；

4、假设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4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12年9月30日（合并数）

历史数 模拟数

资产合计 708,866.28 748,866.28

流动负债合计 248,595.32 248,595.32

非流动负债合计 55,996.75 95,996.75

其中：应付债券 40,823.96 80,823.96

负债合计 304,592.07 344,592.07

股东权益合计 404,274.21 404,274.21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708,866.28 748,866.28

资产负债率 42.97% 46.02%

项目

截至2012年9月30日（母公司）

历史数 模拟数

资产合计 531,227.28 571,227.28

流动负债合计 106,444.46 106,444.46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759.09 83,759.09

其中：应付债券 40,823.96 80,823.96

负债合计 150,203.55 190,203.55

股东权益合计 381,023.73 381,023.73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531,227.28 571,227.28

资产负债率 28.27% 33.30%

本次债券发行是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募集资金，加强资产负债结构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次公司债券的发

行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率构成重大影响，模拟数据显示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由42.97%上升至46.02%、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由28.27%上升至33.30%。

第六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债券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8亿元（含8亿元）。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发行本期债券规模的50%，即人民币4亿元；剩余债

券在核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2012年4月26日，公司第一期4亿元公司债券发行完毕，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为第二期，发行规模4亿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2012年4月26日，公司第一期4亿元公司债券发行完毕，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为第二期，发行规模4亿元。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由于前次债券的核准和发行时间有一定不确定性，前次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根据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

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需要，对具体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前次发行公司债券首次所募资金4亿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将1.8亿元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短期借款，剩余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偿还贷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贷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起息日 贷款到期日 贷款还款日

还款金额

（万元）

天士力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河

西支行

2009年

9月22日

2012年

9月21日

2012年

5月8日

8,000

天士力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北

辰支行

2011年

6月24日

2012年

6月23日

2012年

5月21日

5,000

天士力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北

辰支行

2011年

6月24日

2012年

6月23日

2012年

5月21日

5,000

合 计 - 18,000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随着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其营运资金需求量

也随之增加。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及2012年1-9月发行人营业总成本分别约为36.08亿元、41.22亿元、59.11亿元及57.32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91亿元、5.14亿元、17.89亿元及24.00亿元。发行人每年由营业成本增加而形成的营运资金缺口逐

年增大。发行人计划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如下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如下影响：

（一）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近年来，公司资金需求随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长，自有资金已难以满足当前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发行公司

债券，可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并且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按目前的新增银行贷款利率水平以及本期公司债券预计的发行利率

进行测算，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公司每年可节省一定的财务费用，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有利于锁定公司财务成本，避免利率波动的风险

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累计加息3次，但目前的市场利率水平距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国际大宗商品物资价格持续上涨，全球流动性过剩，地缘政治动荡，输入型通胀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未来较长一段时

间，国内市场利率仍存在上升的可能。通过发行固定利率的公司债券，可以锁定公司的财务成本，避免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风

险。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改善公司的债务结构，降低公司的

财务风险；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公司盈利水平提升；锁定融资成本，降低利率上升风险；满足公司的流动资金需

求，保障公司产能充分释放。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本募集说明书的备查文件

1、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2、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期4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

5、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6、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7、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1、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电 话：022-26736999

传 真：022-26736721

联系人：刘俊峰、赵颖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20楼

电 话： 021-60933177

传 真： 021-60933172

联系人：吴卫钢、吴小萍、杨济云、郁文周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26日

2013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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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