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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中的简称均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的 “释

义”章节。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复星医药 股票代码

6001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复星医药 股票代码

021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飚 董晓娴

电话

021-23138196 021-23138196

传真

021-23138035 021-23138035

电子信箱

ir@fosunpharma.com ir@fosunpharm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1,047,954,062.22 29,475,190,861.79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430,039,053.65 15,332,184,483.03 0.6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注

1

）

403,673,432.16 311,478,953.73 29.60

营业收入

5,538,539,348.65 4,509,289,352.37 2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2,014,591.95 1,053,141,210.64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注

2

）

669,791,058.87 497,850,845.24 34.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6.54 7.50

减少

0.9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4 0.47 -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4 0.47 -6.38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长主要系销售规模增长、回款良好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注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增长主要系医

疗服务、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制造板块业务增长带来的业绩贡献增长、购并业务的业绩贡献以及联营公司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所致。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5,4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不适用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83 920,641,314 0

无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境外法人

17.42 402,637,6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未知

1.39 32,189,766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78 18,000,0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0.66 15,222,881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4 14,880,000 0

无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3 14,50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54 12,577,314 0

无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19L－FH002

沪

未知

0.45 10,324,851 0

无

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7 8,638,67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

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均为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注： 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14年，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形势下，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疗服

务发展迎来政策机遇。报告期内，本集团秉持“持续创新、共享健康” 的经营理念，围绕医药健康核心业务，坚持产

品创新和管理提升，积极推进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53,853.93万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22.83%；其中，本集团药品制造与研发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38,912.72万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10.62%。医疗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5,035.90万

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231.69%。

报告期内，本集团各板块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2014

年

1

至

6

月

营业收入

2013

年

1

至

6

月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

）

药品制造与研发

338,912.72 306,365.28 10.62

医药分销和零售

75,942.24 71,055.63 6.88

医疗服务

55,035.90 16,592.58 231.69

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制造

71,306.21 43,179.02 65.14

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代理

11,815.00 12,964.57 -8.87

由于2013年同期本集团投资的国药控股H股配售确认视同处置收益计利润总额人民币59,496.29万元、税后净利

润人民币44,622.22万元，2014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133,115.99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133,816.7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201.46万元，分别较2013年同期略有下降。报告期内，本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14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66,979.11

万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34.54%。

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加大投入，完成对复宏汉霖、重庆复创的增资，有效推进了生物仿制药和创新药的研发。

报告期内，本集团药品制造与研发板块专利申请达24项，其中包括美国专利4项；复宏汉霖的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

物、重庆医工院的洛索洛芬钠凝胶和伊潘立酮原料药及片剂获得临床批件。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在研新药及疫

苗项目125项。

与此同时，本集团医学诊断业务也加大了与投资企业Saladax� Biomedical,� Inc.的产品合作，报告期内，本集团通

过引进其技术注册了“5-氟尿嘧啶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比浊法）” 、“紫杉醇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比浊法）” 以

及“多西紫杉醇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比浊法）” 三个产品，进一步丰富诊断试剂的产品线。

报告期内，本集团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本集团计划出资不超过22,362万美元参与美中互利私有

化项目，以期进一步充实美中互利的营运资本、扩展其于中国境内的高端医疗网点布局，提升业务规模和盈利能

力，强化本集团已基本形成的沿海发达城市高端医疗、二三线城市专科和综合医院相结合的医疗服务业务的战略

布局。

与此同时，本集团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报告期内，本集团投资了专注于开发低成本、快速、方便使用的多重细

菌鉴定的体外诊断试剂的德国企业miacom� Diagnostics� GmbH� 21,304股普通股（占miacom� Diagnostics� GmbH增发后

发行在外总股本的37%），并与纳斯达克上市的保健品生产销售企业Nature's� Sunshine� Products,� Inc.签订股份认购协

议、拟出资不超过4,626万美元认购Nature's� Sunshine� Products,� Inc.�约15%的股权。

药品制造与研发

报告期内，本集团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38,912.72万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10.62%；实现分

部业绩人民币48,036.04万元， 较2013年同期下降8.59%； 实现分部利润人民币48,514.00万元， 较2013年同期增长

7.67%。

报告期内，本集团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专业化经营团队建设进一步强化。2014年上半年，本

集团心血管系统、新陈代谢及消化道和抗感染等疾病治疗领域主要核心产品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心血管系统

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 新陈代谢及消化道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19%、抗感染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8.41%。新产品中，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领域的优帝尔（前

列地尔干乳）和新陈代谢治疗领域的优立通（非布司他片）的销售增长较快。由于新版GMP改造后部分生产线尚处

在磨合期，设备运行不稳定，产能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年初部分产品收入不理想，但第二季度已逐步恢复好转。报告

期内，本集团主要治疗领域核心产品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药品制造与研发

2014

年

1

至

6

月

2013

年

1

至

6

月 同比增减（

%

）

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

(

注

1) 31,722.83 24,379.91 30.12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

(

注

2) 33,055.74 35,397.69 -6.62

血液系统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

(

注

3) 8,694.61 12,124.72 -28.29

新陈代谢及消化道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

(

注

4) 71,343.82 63,594.05 12.19

抗感染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

(

注

5) 56,428.85 35,622.65 58.41

原料药和中间体核心产品

(

注

6) 43,382.35 49,659.93 -12.64

注1：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包括肝素系列制剂、心先安（注射用环磷腺苷葡胺）、可元（羟苯磺酸

钙）、邦坦（替米沙坦片）、邦之（匹伐他汀）、优帝尔（前列地尔干乳）；

注2：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包括奥德金（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启维（富马酸喹硫平片）；

注3：血液系统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包括邦亭（注射用白眉蛇毒血凝酶）；

注4：新陈代谢及消化道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包括阿拓莫兰系列、万苏平（格列美脲片）、动物胰岛素及其制

剂、重组人促红细胞生长素（怡宝）、复方芦荟胶囊、摩罗丹、优立通（非布司他片）；

注5：抗感染疾病治疗领域核心产品包括抗结核组合药、青蒿琥酯系列、悉畅（头孢美唑制剂）、炎琥宁（沙多利

卡）；

注6：原料药和中间体核心产品包括氨基酸系列、氨甲环酸、盐酸克林霉素。

报告期内，本集团出资人民币5,807.88万元受让了黄河药业51%的股权、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52,490万元受让了

奥鸿药业23%的股权，并完成对复宏汉霖、重庆复创的增资，进一步加强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

本集团注重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风险管理，在产品研发至销售的产业链各环节，制定了严格的质量安全机制

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制，以确保药品研发、生产、销售、退市或召回整个过程安全无误。本集团制药板块全面推行

质量风险管理的理念，注重年度质量回顾、变更管理、偏差管理、OOS调查、供货商审计等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本集

团制药板块持续推进质量体系认证工作，在生产线保证达到国内新版GMP标准要求的同时，推进开展国际认证，鼓

励企业在制造过程中自主采用欧洲药典、美国药典（USP）、 IP等国际标准。截止报告期末，本集团有13个原料药通

过美国FDA认证、欧盟认证、日本厚生省和德国卫生局等认证，桂林南药有1条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线、2条注射剂生产

线及2条原料药生产线通过WHO-� PQ认证，重庆药友有1条口服制剂生产线通过加拿大FDA认证及美国FDA认证。

本集团长期注重创新研发，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本报告期研发费用人民币25,407.15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54.56%。其中药品制造与研发板块研发费用人民币19,468.29万元，占药品制造与研发板块业务收入的5.74%。持续完

善“仿创结合” 的药品研发体系，不断加大对“4+1” 研发平台的投入，推进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研发能力，推进新产

品上市，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本集团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在上海、重庆、美国旧金山三地建立了高效的国

际化研发团队。为契合自身竞争优势，本集团的研发持续专注于新陈代谢及消化道、心血管、中枢神经系统、抗肿瘤

及免疫调节、抗感染等治疗领域，且主要产品均在各自细分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在研新药项目及疫苗项目125项；已有5个单克隆抗体产品完成高表达生产细胞株的构建

和筛选，其中4个单克隆抗体产品（6个适应症）已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临床申请，1个单克隆抗体产品

（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物）获得临床批件，并启动临床试验；1项小分子化学创新药物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报告期内，

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洛索洛芬钠凝胶和伊潘立酮原料药及片剂获得临床批件。此外，本集团继续

推进专利战略的实施，报告期内，本集团制药板块申请专利共计24项，其中包括美国专利4项。

同时，本集团创新性地整合国内资源，不断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与国内著名科研院所组成的“复星医药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是国家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产学研联盟” 之一，并顺利获得国家重大专项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组

验收；并有3个项目获得市政府及国家重大专项的资金资助。

药品分销和零售

2014年上半年，本集团药品分销与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5,942.24万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6.88%。截至

报告期末，本集团旗下药品零售品牌复美大药房、金象大药房共计拥有零售门店超过670家，继续保持在各自区域市

场的品牌领先。2014年上半年，复美大药房、金象大药房实现销售人民币42,862.30万元。同时，本集团积极探索药品

零售业务的转型，并尝试新的商业模式。

报告期内，本集团参股的国药控股继续加速行业整合，扩大医药分销网络建设，并保持业务快速增长。2014年上

半年，国药控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48.3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3.08亿元、归属净利润人民币14.65亿元，分别较2013

年同期增长18.45%、28.50%和27.24%。截至报告期末，国药控股下属分销网络已覆盖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

直接医院客户数已达12,142家（仅指分级医院，包括最大、最高级别的三级医院1,668家）。报告期内，国药控股医药

分销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905.8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72%。与此同时，国药控股医药零售业务保持增长，报告期

内实现收入人民币27.98亿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23.01%；零售药店网络进一步扩张，截至报告期末，其旗下国大药房

已拥有零售药店1,944家。

医疗服务

2014年上半年，本集团在基本形成沿海发达城市高端医疗、二三线城市专科和综合医院相结合的医疗服务业务

的战略布局上，进一步加强控股医疗服务机构的营运能力建设，深化医院内部管理，逐步推行全成本核算，强化人

才引进，并积极推进医疗服务业务的区域发展。报告期内，禅城医院新综合医疗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为打造差异

化医疗服务平台打下基础；禅城医院与南洋肿瘤医院合作设立肿瘤中心、钟吾医院启动建设康复体检医院，使本集

团医疗服务平台更趋多元化。2014年上半年，本集团控股的医疗服务业务共计实现收入人民币55,035.90万元；截至

报告期末，本集团控股的济民医院、广济医院、钟吾医院及禅城医院合计核定床位2,090张。

此外，本集团计划出资不超过22,362万美元参与美中互利私有化项目，积极支持并推动美中互利旗下高端医疗

服务领先品牌“和睦家” 医院 (United� Family� Hospital)和诊所网络的发展和布局。2014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天津和

睦家医院业务增长明显并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和睦家” 实现收入10,534万美元， 较2013年同期増长

20.33%，显示了持续增长的高端医疗需求以及“和睦家” 的品牌号召力。

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

2014年上半年，本集团通过加大投资、强化合作，推动自身在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领域业务的发展。报告期内本

集团投资了专注于开发低成本、 快速、 方便使用的多重细菌鉴定的体外诊断试剂的德国企业miacom� Diagnostics�

GmbH� 21,304股普通股（占miacom� Diagnostics� GmbH增发后发行在外总股本的37%），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市场诊断

企业的合作， 扩大本集团诊断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本集团医学诊断业务也加大了与投资企业

Saladax� Biomedical,� Inc.的产品合作，报告期内，本集团通过引进其技术注册了“5-氟尿嘧啶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

比浊法）” 、“紫杉醇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比浊法）” 以及“多西紫杉醇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比浊法）” 三个产

品，进一步丰富诊断试剂的产品线。

在医疗器械领域，报告期内，本集团积极推进Alma� Lasers的业务发展，继续强化对Chindex� Medical� Limited业务

梳理。2014年，Alma� Lasers进一步加强新产品尤其是医用治疗器械的开发，产品线向临床治疗领域拓展，其开发的二

极管桌面激光仪于2014年7月获美国FDA批准、1470纳米外科激光系统也于2014年7月通过CE认证。

报告期内，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1,306.21万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65.14%；剔除

Alma� Lasers因素，本报告期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制造业务较2013年同期增长17.23%。代理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

民币11,815.00万元，较2013年同期下降8.87%，主要由于本集团调整代理业务所致。

环保、健康与安全

报告期内，本集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职业健康与安全（简称EHS）工作，修订并发布了最新版本的《复星医药

EHS手册》，通过内部沟通和宣传推动了EHS方针和《复星医药EHS手册》在制药与研发、医学诊断、医疗器械、医疗

服务、医药商业等五大业务板块内的推广与实施。报告期内，本集团通过建立一系列EHS工作守则逐步完善EHS管

理体系；通过组织EHS与工艺安全管理培训提高EHS专业管理人员职业技能；通过实施工艺安全与EHS风险调研和

EHS审计督查各成员企业EHS风险的控制情况和改进落实进度；通过对本集团各投资项目实施EHS尽职调查控制投

资项目的EHS风险； 以本公司EHS管理部为平台统一发布EHS法律法规最新趋势与重要变化， 帮助成员企业实现

EHS依法合规；在本集团各内部交流平台广泛宣传EHS管理知识，推动本集团的EHS文化建设。

融资

2014年，本集团进一步完善融资结构，优化债务结构。报告期内，本公司完成了67,214,000股新增H股的配售，募

集资金净额约港币17.61亿元；继续延续与IFC（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取得低利率优惠贷款，为本集团持续加大对

国内外医药企业并购、加强国际研发平台建设、强化主营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社会责任

在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本集团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希望引领行业优秀企业共同推动整个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本集团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品的可持续和人才的可持续。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生产工艺流程，延长药品生命周期、降低成本，为民众提供更为安全、有效、平价的药品

和服务；持续增加环保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提升生产设施的利用效能，以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同时，建立并不

断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长效机制和应急预案，呵护关爱病患和生命。

在社会公益方面，报告期内，本集团通过“复星公益基金会” ，在“未来星” 公益计划基础上继续在支持教育、资

助科研、医药健康社区服务、捐款济困、灾难援助等方面，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此外，报告期内，本集团

继续积极参与中国政府的援非抗疟项目，顺利承办了由国家商务部主办的“2014年非洲英语国家药品质量与安全

研修班” 。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布了《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已是连续第六年向公众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向利益相关方充分展示本集团在企业战略发展、公司治理、经济责任、环境保护、产品与服务质量、职业健康与安

全、员工发展、社会公益方面的数据、措施和案例。

本集团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突出表现，亦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认可。报告期内，本公司成功入选“最佳

责任典范” 、“中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调研排行榜第一名” 等荣誉。

(二)�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553,853.93 450,928.94 22.83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552,023.43 446,104.39 23.74

营业成本

318,661.63 251,425.13 26.74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317,789.74 249,486.52 27.38

销售费用

101,729.76 88,568.59 14.86

管理费用

78,141.36 60,504.28 29.15

其中：研发费用

25,407.15 16,438.13 54.56

不含研发费用的其他管理费用

52,734.21 44,066.15 19.67

财务费用

15,967.63 18,824.90 -1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67.34 31,147.90 29.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00.44 -171,559.91 -88.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604.94 30,681.56 152.94

研发支出

29,654.97 18,265.19 62.36

注：科目来源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除研发支出）。

2、研发支出

(1)�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25,407.15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4,247.82

研发支出合计

29,654.97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

）

1.69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

）

5.35

(2)�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研发费用25,407.15万元，较上年增长超过54.56%，其中药品制造与研发板块研发费用19,468.29万元，占药

品制造与研发板块业务收入的5.74%，主要系本集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重点推进生物仿制药和创新药的研发。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本集团坚持“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 的发展道路，集中优势资源于药品制造与研发这

一核心业务，坚持产品创新，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本集团持续加大对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并已基本形

成沿海发达城市高端医疗、二三线城市专科和综合医院相结合的医疗服务业务的战略布局。此外，本集团积极推进国

际化战略，加快国际化并购步伐，提升业务规模。

(三)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

）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药品制造与研发

338,383.26 169,939.70 49.78 11.19 15.51

减少

1.88

个百分点

医药分销和零售

73,693.23 64,795.82 12.07 7.48 7.82

减少

0.29

个百分点

医学诊断与医疗

器械

(

注

2)

83,100.37 40,802.01 50.90 47.71 38.70

增加

3.19

个百分点

医疗服务

(

注

1) 54,933.44 41,165.43 25.06 236.79 229.37

增加

1.6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

）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西药和原料药中

间体等

325,981.96 165,927.21 49.10 10.63 14.90

减少

1.89

个百分点

医学诊断与医疗

器械制造产品

*

(

注

2)

71,288.42 33,286.29 53.31 65.10 59.09

增加

1.77

个百分点

中药

12,401.30 4,012.49 67.64 28.48 47.96

减少

4.26

个百分点

注1：医疗服务的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2013年11月12日合并范围增加禅城医院所致。

注2：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制造产品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原有企业的销售增长以及2013年

5月27日合并范围增加Alma� Lasers�所致。

*：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制造产品指本集团制造的产品，不含代理产品。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

）

中国大陆

480,816.89 21.03

海外国家或地区

71,206.54 45.77

注：中国大陆地区和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系核心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以及2013年5月27日合并范

围增加Alma� Lasers�所致。

(四)�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控股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

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重庆药友 医药制造

阿托莫兰、优

帝尔、炎琥

宁、

V

佳林等

19,654.00 170,018.42 84,023.30 101,705.40 11,185.17 9,778.39

江苏万邦 医药制造

万苏林、万苏

平等

44,045.54 202,529.92 87,726.59 85,681.24 10,617.26 8,442.01

湖北新生源

氨基酸制

造

氨基酸系列

5,112.00 100,118.26 46,031.06 60,385.25 2,659.68 2,467.17

奥鸿药业 医药制造 奥德金、邦亭

10,787.50 95,108.64 73,588.63 32,436.75 20,210.72 15,687.44

注：奥鸿药业数据含评估增值及评估增值摊销

2、净利润、投资收益对本集团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

称

业务性

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国药产

投

医药投

资

化学原料药、化学

制剂药、抗生素、

中成药、生化制

品、诊断药品批

发、实业投资、医

药企业受托管理

及资产重组、国内

贸易、零售连锁、

物流配送及相关

咨询服务

10,000.00 11,314,261.20 3,078,216.72 9,483,567.26 289,762.56 231,525.28

3、本年度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包括取得和处置的目的、方式以及对本集团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取得方式

净资产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净利润

（购并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并购日

黄河药业 股权转让

-228.43 - 2014

年

6

月

16

日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处置方式 处置日净资产 报告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处置日

康乐制药 股权转让

3,434.32 10.31 2014

年

1

月

29

日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本集团已在中国药品市场最具潜力和成长力的五大疾病领域（心血管、新陈代谢及消化道、中枢神经系统、血液

系统、抗感染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品布局。本集团核心医药产品在各自的细分市场领域都具有领先的优势。2013

年度，本集团销售额过亿的制剂产品和系列已达到15个。

本集团已形成国际化的研发布局和较强的研发能力。本集团已在上海、重庆、美国旧金山三地建立互动一体化的

研发体系，在小分子创新药、单克隆抗体、高难度仿制药、特色给药技术等领域打造了高效的研发平台。截至报告期

末， 本集团在研新药和疫苗项目125个，23个项目在申报进入临床试验、10个项目正在进行临床试验、29个项目等待审

批上市，预计这些在研产品将为本集团后续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打下良好基础。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研发人员已达

825人。与此同时，本集团通过战略联盟、项目合作、组建合资公司等方式多元化地开展创新研究，不断增强研发能力。

在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本集团高度重视营销能力的建设，现已经形成了超过3,900人的营销队伍，销售网

络基本覆盖全国的主要市场，产品推广和销售能力不断增强。本集团参股投资的国药控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

中国最大的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及领先的供应链服务提供商，拥有并经营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及配送网络。本

集团与国药控股保持战略合作，通过与国药控股的合作，充分发挥双方的协同作用。

本集团是国内较早启动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医药企业，目前已初步具备了国际化的制造能力，并已有数条生产线

通过了相关国际认证，部分制剂和原料药产品已成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市场，本集团已成为抗疟药物研发制

造的领先者。重庆药友的固体制剂生产线已通过美国FDA认证。

本集团已率先进入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并已基本形成沿海发达城市高端医疗、二三线城市专科和综合医院相结

合的医疗服务业务战略布局。

此外，本集团卓越的投资、并购、整合能力已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这也为未来本集团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A+H的资本结构，为本集团通过并购整合快速提升产业规模和竞争优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集团将顺应国

家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指引，利用自身优势，坚持"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的道路，迅速发展

壮大。

(六)�员工及薪酬制度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共有员工17,529人。本集团的雇员薪酬政策按照业绩表现、工作经验及外部市场薪酬水平

而制订。

(七)� 2014年下半年经营展望

2014年，本集团将继续以促进人类健康为使命，秉承"持续创新、共享健康"的经营理念，以中国医药市场的快速成

长和欧美主流市场仿制药的快速增长为契机，坚持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并举的发展战略，加大对行

业内优秀企业的并购，持续优化与整合医药产业链资源，加强创新体系和产品营销体系建设，积极推动产业国际化的

落地，强化本集团核心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本集团经营业绩；同时，本集团将继续积极拓展国内外融资渠道，为持续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药品研发与制造

2014年下半年，本集团将继续以创新和国际化为导向，大力发展战略性产品，并积极寻求行业并购与整合的机会，

实现收入与利润的持续、快速增长。

本集团将在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新陈代谢及消化道和抗感染等疾病治疗领域积极推进专业

化营销队伍建设和后续产品开发，并在保证本集团原有重点领域和产品的市场地位和产品增长的基础上，重点加

大对优帝尔、优立通、怡宝、邦亭、奥德金、阿拓莫兰等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从而保持和提高各产品在细分市场的领先

地位。

本集团将继续坚持“仿创结合”战略、“国外技术许可” 与“国内产学研” 相结合，以“项目+技术平台” 为合作纽

带，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严格执行新产品立项流程，提高研发效率；加强药品注册队伍建设，在支持创新的同时，推进

现有品种尽快获批；本集团将积极推进包括胰岛素产品、单克隆抗体产品在研发注册过程中按既定时间表完成。加快

研发与市场的对接，促进需求互补；充分发挥各研发技术平台的效用，努力打造战略性产品线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新药

研发体系，加速后续战略产品的培育和储备，夯实制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药品分销与零售

2014年下半年，本集团将继续推动国药控股实现在药品分销业务上的整合与快速增长，不断扩大国药控股在医药

分销及零售行业中的领先优势；积极支持国大药房在医药零售领域的跨越式、整合式发展，建立起国药控股在医药零

售领域的领先优势。同时，面对互联网电商爆发式增长的机遇，本集团将充分利用已有的医药电子商务以及零售业务

优势，实现转型和业务的快速增长；并通过进一步加强复美大药房、金象大药房等零售品牌的优化提升，加大行业内

的整合力度，巩固并提高区域市场份额。

医疗服务

2014年下半年，本集团将继续把握国内进一步开放社会资本办医的市场机遇和投资机会，持续加大对医疗服务领

域的投入，强化已形成沿海发达城市高端医疗、二三线城市专科和综合医院相结合的医疗服务业务战略布局，不断扩

大医疗服务规模。已控股投资的医疗机构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和质量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加快业务发展；随着禅

城医院新综合医疗大楼及其肿瘤中心的投入使用， 本集团将持续提升禅城医院医疗服务的辐射范围和区域影响力；

同时，本集团还将推进“台州市立赞扬医院和台州市赞扬康养中心” 医养项目的建设，并积极寻求新的医疗服务并购

机会。此外，本集团还将通过参与美中互利私有化继续支持并推动美中互利旗下高端医疗服务品牌“和睦家” 医院业

务的拓展，支持其加快发展以多层次、多样化、延伸性为特色的高端医疗服务。

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

2014年下半年，本集团继续推进诊断业务产品的开发、引进，不断推出新产品、丰富产品线；继续加强国内外销售

网络和专业销售队伍建设，努力提升包括2014年新引进及注册产品在内的诊断产品的市场份额；并积极寻求国内外优

秀诊断企业的投资机会。

2014年下半年，本集团将加大投入，继续强化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和销售。Alma� Lasers将进一步加快医用治疗器

械的开发和销售，积极探索与其他业务板块的协同及业务模式创新，以实现器械供应向服务的延伸。同时，本集团将

继续发挥国际化方面的优势，以现有的海外企业为平台，在积极整合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与海外企业的合作业务，从而

实现医疗器械业务的规模增长。

融资

本集团将继续拓展境内外的融资渠道，优化本集团的融资结构和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推动本集团进一步加

强核心竞争能力建设，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八)�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1、 报告期内，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86,607.98万

元受让新疆博泽持有的奥鸿药业28.146%股权，本次交易将分两个阶段进行。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52,490万元受让奥鸿药业23%股权，该事项已于2014年6月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报告期内，奥鸿药业为上市公司

贡献净利润人民币15,687.44万元，奥鸿药业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占利润总额的11.72%。

2、 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拟以不超过22,362万美元以及所持有的美中互利共计3,157,163股A类股票参与美中互利

私有化，并以不超过4,500万美元受让Chindex� Medical� Limited� 30%股权。上述事项尚待美中互利股东大会批准。报告

期内， 美中互利及Chindex� Medical� Limited分别为上市公司贡献净利润人民币0及318.70万元， 美中互利及Chindex�

Medical� Limited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分别占利润总额的0%及0.24%。

四、 其他重大事项

1、 2013年12月20日，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3年第一次H股类别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2014年1月7

日，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激励计划授予日

为2014年1月7日。本公司实际向2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393.5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并已于2014年1月20日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A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2、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240号《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

复》核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售方式向不少于六名不超过十名承配人配发及发行共计67,214,000股新增H股，本次配售

已于2014年4月3日完成。

3、 2013年10月23日，本公司控股孙公司重庆复创与SELLAS� Clinicals� Holding� AG签订《关于Fotagliptin� Benzoate

（苯甲酸复格列汀）的知识产权、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转让协议》及《关于Pan-HER� Inhibitors（Pan-HER受体抑制剂）

的知识产权、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转让协议》。截至2014年6月30日，SELLAS� Clinicals� Holding� AG累计应支付转让款800

万欧元，累计实际支付150万欧元。鉴于其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重庆复创及时履行支付义务，且经合理催告后仍未支付

已到期的转让余款，2014年6月30日，重庆复创向SELLAS� Clinicals� Holding� AG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协议。本公司已分别

于2013年10月24日及2014年7月1日就上述交易及其进展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分别刊发《关于知识产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的公告》及《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报告期内，本集团收购了奥鸿药业23%的股权，对其持股比例由70%增至93%。除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复顺医药和

新星康复体检以及新纳入合并范围的黄河药业和茸芝金象外，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年度一致。

2、 2014年1至3月， 财政部制定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修订印发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上述7项会计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公司作为境外上市公司，在编

制2014年度中期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5项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就2014年半年度报告而言，因上述会计准则变化引起本公司相应会计政策变化的，已根据相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

理，对需要进行追溯调整的比较数据也已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

3、 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陈启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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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议）于2014年

月8月26日在上海市复兴东路2号本公司会议室（通讯与现场相结合）召开，应到会董事11人，实到会董事11人。会议由

本公司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会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2014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14年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本集团2014年-2018年中长期战略规划。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孙公司Sisram� Medical� Limited雇员薪酬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根据该等计划授予相关人士购股

权的议案。

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孙公司Sisram� Medical� Limited（以下简称“Sisram� Medical” ）发行不超过106,500股

新增股份（占Sisram� Medical现有已发行股本的14.49%）的购股权（含6,500股预留新增股份的购股权）；并向下述承授

人授予不超过100,000股Sisram� Medical新增股份（占Sisram� Medical现有已发行股本的13.61%）的购股权：

1、96位自然人，包括Alma� Lasers� Ltd.（以下简称“Alma� Lasers” ）的创办人及╱或Alma� Lasers现有的高级管理层；

2、由Sisram� Medical�董事会确定的Alma� Lasers的其他雇员及服务供货商。

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述购股权的行使价为每股201.25美元， 相当于根据Sisram� Medical因收购Alma� Lasers�

95.16%股权所承担代价折算的Sisram� Medical的每股价值。

同时，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待上述Sisram� Medical雇员薪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后，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

权人士办理Sisram� Medical雇员薪酬激励计划的相关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及批准向承授人授出相关购股

权等。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本公司2014年新增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同意本公司2014年新增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88,000万元的银行授信（其中：人民币175,000万元的

授信为存量，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人民币113,000万元的授信为新增），该等授信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

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授信类别 期限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68,000

综合授信 不超过

3

年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综合授信 不超过

3

年

合计

/ 288,000 / /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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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4年第五次会议

（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4年第五次会议（定期会议）于2014

年8月26日在上海市复兴东路2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3人，实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周文

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2014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14年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

第六届监事会经审核，对本集团2014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本集团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本集团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本集团2014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196� � � �证券简称：复星医药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康生物 股票代码

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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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运江 董建珍

电话

0991-6626101 0991-6679232

传真

0991-6679242 0991-6679242

电子信箱

xj_gyj@163.com dongboat@vip.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31,282,051.60 1,721,278,883.89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311,721.82 70,508,565.72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0,009,208.38 66,944,278.77 1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339,427.20 144,853,255.66 -22.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6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6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5.68% -0.9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01,223,793.56 2,876,400,746.0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4,831,289.91 1,694,618,653.35 1.7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82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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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75% 146,517,930

冻结

5,208,830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9% 43,785,087 43,785,087

朱文涛

4.97% 21,578,5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4.40% 19,104,522

质押

10,000,0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3.17% 13,779,596 7,188,596

新疆天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3.06% 13,285,119

质押

11,058,100

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

2.29% 9,947,09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 8,580,35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3% 4,927,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00% 4,3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

资委直属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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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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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畜产品消费不旺，价格长时间低迷，养殖亏损严重，畜牧业生产

面临很多困难，形势严峻。2014年上半年，受养殖行情持续低迷，H7N9流感疫情等因素影响，饲料需求减少，饲料总产量

同比略降，全国饲料总产量8300万吨，同比下降3%；其中猪饲料3830万吨，同比增长0.3%；蛋禽饲料1330万吨，同比下降

8%；肉禽饲料2200万吨，同比下降7.0%；水产饲料480万吨，同比下降10%。从后期的趋势来看，畜牧业发展形势向好，畜

牧业生产走出低谷，生猪和家禽产品价格触底回暖，供需由相对过剩转向基本平衡，生猪和家禽已经走出了价格周期

性波动的低谷， 进入了上行通道。2014年上半年， 我国部分省份发生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和A型口蹄疫疫

情，多个省份发生小反刍兽疫疫情，动物疫情形势复杂严峻。2014年以来，由于国内大豆压榨产能过剩，加之去年年底

进口超量，今年以来油脂产品大幅跌价，国内压榨行业开工率低，面临持续亏损境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128.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58%；实现利润总额8,871.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9.24%；实现净利润7,989.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0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8,231.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6.74%。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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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4-054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康食品” ）为本公司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天康食品

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授权将商标“TECON”（商标注册号：5098721；类别：第29类）、“天康”（商标注册号：

8177096； 类别： 第29类）、“天康美厨”（商标注册号：3880241； 类别： 第35类） 和 “TECON天康食品”（商标注册号：

8177100；类别：第29类）由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无偿使用。

公司与天康食品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经公司2014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同意公司2014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杨焰先生、

成辉先生、郭运江先生均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天康食品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主营业务为动物产品加工及销售， 住所为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卫星路

1172号。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总资产14,351.06万元，净资产3,594.2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508.23万元，净利润1,508.03万元。

（未经审计）

天康食品为本公司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法》、《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和

天康食品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的讨论， 公司与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授权将商标

“TECON”（商标注册号：5098721；类别：第29类）、“天康”（商标注册号：8177096；类别：第29类）、“天康美厨”（商标注

册号：3880241；类别：第35类）和“TECON天康食品”（商标注册号：8177100；类别：第29类）由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无偿使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前述商标所辖的商品列表主要为各类肉制品，不涉及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公司未实际使用前述商标；

2、公司授权天康食品使用前述商标后，将由天康食品自行承担商标维护和宣传费用，并通过品牌宣传提升上述商标的

品牌价值，有利于“天康” 品牌的建设和肉制品销售业务的发展。

3、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控股股东的重组事项，重组完成后，天康食品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授权

其使用天康食品使用上述品牌有利于“天康” 品牌的建设和肉制品销售业务的发展，本公司许可天康食品使用上述商标的

关联交易将消除。

综上，本公司许可天康食品无偿使用上述商标的事项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确定交易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独

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授权许可天康食品无偿使用相关商标的事项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确定交易， 而且授权天康

食品使用相关肉制品商标后，将由天康食品自行承担商标维护和宣传费用，并通过品牌宣传提升上述商标的品牌价值，有

利于“天康” 品牌的建设和肉制品销售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2、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民族证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天康” 品牌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

联交易已经公司2014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民族证券对天康生物授权天康食品使用商标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2014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4-052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21日以书面专

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并于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在公司11楼4号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11人，实到会董事11人，公司监

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杨焰先生主

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4�年 8�月 27�日本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证券时报》 上的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4-053>和在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刊登

于2014年8月27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4>）

根据《公司法》、《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过对

公司和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的讨论，同意公司与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授权将商标“TECON”（商标注册号：5098721；类别：第29类）、“天康”（商标注册号：8177096；类别：第29

类）、“天康美厨”（商标注册号：3880241；类别：第35类）和“TECON天康食品”（商标注册号：8177100；类别：第29类）由

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无偿使用。

因本次事项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故关联董事杨焰、成辉、郭运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授权许可天康食品无偿使用相关商标的事项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确定交易，

而且授权天康食品使用相关肉制品商标后，将由天康食品自行承担商标维护和宣传费用，并通过品牌宣传提升上述商标的

品牌价值，有利于“天康” 品牌的建设和肉制品销售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保荐人意见：经核查，民族证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天康” 品牌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4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民族证券对天康生物授权天康食品使用商标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00�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4-05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