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B37版）

为进一步完善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关于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更新2018年财务数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2019-014号《关于公司所属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

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更新2018年财务数据）公告》。

20.�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展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出具了独立审核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2019-015号《关于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展期公告》。

21.�《2019年一季度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2.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2019-016号《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议案第2、5、6、7、13、14、15、17、19项须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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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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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

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

务

天津天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731.63 2,492.60 -

接受服务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

务

天津天时利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1,923.38 1,886.02 -

向帝泊洱生物茶公司购买商品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

公司

5,601.60 3,821.82 -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小计 10,256.61 8,200.44

（二）2019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接受物业管理公司提

供的劳务服务

天津天时利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583.18 0.18 808.47 2,492.60 0.20 -

接受服务管理公司提

供的劳务服务

天津天时利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1,946.98 0.13 378.82 1,886.02 0.15 -

向帝泊洱生物茶公司

购买商品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

生物茶集团有限公

司

6,121.35 0.42 471.72 3,821.82 0.30 -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小计 10,651.51 0.73 1,659.01 8,200.44 0.65

二、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拟于2019年度与天津天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管理公司” ）发生与物业管理等相

关服务事项的关联交易。因物业管理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士力集团” ）的

全资子公司而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该项关联交易2019年度的交易额预计将超过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0.5％，故本关联交易需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2.本公司拟于2019年度与天津天时利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务管理公司” ）发生与提供运输、餐

饮等相关服务事项的关联交易。因服务管理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而构成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因该项关联交易2019年度的交易额预计将超过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5％，故本关联交易需提

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3.本公司拟于2019年度与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 ）发

生采购帝泊洱卓清速溶茶的关联交易。因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而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该项关联交易2019年度的交易额预计将超过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5％，故

本关联交易需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4.上述关联交易依法不需经有关政府部门的特别批准。

三、关联方介绍

1、天士力集团：成立于2000年3月30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住所为天津北辰科技园区，法定代表人：闫希

军，注册资本：34,358.9041万元，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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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管

理；旅游管理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门票销售与讲解服务；旅游商品、纪念品开发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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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29,220.68万元；2018年底总资

产4,097,095.60万元，负债2,838,682.24万元。

2、物业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住所设在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新宜白大道天士力现代中药城，法

定代表人：田雨，注册资本300万元，主要经营：物业管理；家政服务；自有设施租赁；房屋租赁及相关咨询服务；物

业管理咨询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批发兼零售。（国家有专营、专项

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2018年度的净利润为-39.62万元，2018年底净资产为671.83万元，负债1,278.44万

元。

3、服务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住所设在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内，法定代表人：田雨，注册资本

800万元，主要经营：汽车配件、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中水洗车；代办车务手续；车务手续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服

务；健身服务；室内外装饰；净化厂房；中央空调安装；园艺绿化；物业管理；预包装食品零售；餐饮服务（凭许可证

经营）；烟零售；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水果、蔬菜收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2018年度的净利润为-219.26万元，2018年底净资产为395.44万元，负债694.34万元。

4、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住所设在普洱市思茅区帝泊洱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闫

希军，注册资本40,000.00万元，主要经营：生物茶技术的研发、服务、成果转让；药品、食品、保健品的开发研究；医

药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生产生物茶相关产品；生物茶相关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

售；餐饮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茶、中药材、园艺作物、农作物种植、销售；牲畜、家禽、水产养殖、销售；

饮料、烘焙食品制造、销售；精制茶、咖啡、中药饮片、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天然药用植物提取、分离。保健食品制

造、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旅游管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8年度的净利润为-1,714.05万元，2018年底净资产为38,138.01万元，负债

62,224.40万元。

四、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接受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本公司拟本年度接受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包括物业管理等相关事项。

2、接受服务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本公司拟本年度接受服务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包括运输、餐饮等相关事项。

3、从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采购帝泊洱卓清速溶茶

本公司拟本年度自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采购帝泊洱卓清速溶茶。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本公司接受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本项关联交易的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物业管理等相关劳务服务。

（2）交易价格：协议价（供需双方根据市场变化，可对价格重新磋商）

（3）结算方式：根据上月物业管理等相关劳务服务发生金额，全额支付。

（4）协议有效期：关联交易协议已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5）其他事项：如在协议实施中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2、本公司接受服务管理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本项关联交易的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运输、餐饮等相关劳务服务。

（2）交易价格：协议价（供需双方根据市场变化，可对价格重新磋商）

（3）结算方式：根据上月运输、餐饮等相关劳务服务发生金额，全额支付。

（4）协议有效期：关联交易协议已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5）其他事项：如在协议实施中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3、本公司自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采购商品

本项关联交易的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帝泊洱卓清速溶茶

（2）交易价格：市场价

（3）结算方式：按每月实际收货金额结算

（4）协议有效期：关联交易协议已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协议有效期为五年。

（5）其他事项：如在协议实施中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利用服务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现有的人员与设施，为本公司提供多方位的劳务服务，合理分配、

利用资源。

本公司从云南帝泊洱生物茶集团采购其新品帝泊洱卓清速溶茶，该产品属于健字号茶珍保健品，咖啡因含

量低于一般帝泊洱茶珍且对降血糖和预防糖尿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专供公司OTC事业部在药店进行销售。

七、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服务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现有的人员与设施的利用，可以降低公司单独聘请劳务公司进行相关劳

务服务的成本，有效利用公司资源，提高员工满意度，提升公司形象。

本公司销售帝泊洱卓清速溶茶丰富了OTC产品线，增加了OTC产品收入。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

为，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客观、公允，本公司及其他股东不会因此项关联交易遭受任何的损害。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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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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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8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5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通知》，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财政部于2018年9月5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以下简称《解

读》），就上述《通知》进行了解读。明确了《通知》的适用期间及比较信息的列报要求，并对“财务费用” 行项目

的其中项的填列、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的填列、政府补助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3、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2017年 5月2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鼓励企业提前执行。

按照上述通知及其解读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解

读》、《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

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

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变更日期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财务报表相关科

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归并原有项目：

（1）“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收利息” 及“应收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工程物资”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

（5）“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2、利润表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的表述：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从“管理费用” 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 项目；

（2）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行项目、“营业

外支出” 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4）“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 份额” 简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3、现金流量表项目，将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先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列报。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

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319,911,520.0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067,617,355.05

应收账款 6,747,705,835.02

应收利息 120,131.51

其他应收款 235,149,164.16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35,029,032.65

固定资产 3,450,264,696.46

固定资产 3,450,264,696.46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510,622,907.80

在建工程 510,622,907.80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760,885,669.9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27,636,456.21

应付账款 2,066,750,786.29

应付利息 26,907,294.34

其他应付款 574,472,069.07应付股利 15,801,717.97

其他应付款 531,763,056.76

长期应付款 1,181,816.00

长期应付款 1,181,816.00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1,012,652,165.58

管理费用 506,590,263.60

研发费用 506,061,901.9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626,969,628.3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653,908,728.3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29,832,158.8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893,058.8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6,939,1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二）作为其他上市公司2019年1月1号开始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

1、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金融资产由

“四分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金融资产减值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恰当的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金融工具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本准则施行日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期初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前期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调整会计政策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第七届董事第八次会议批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调整的议案》，认为本次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依照调整后的会计政策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更为科学合理，有利于真实、全面、

客观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及其它金融工具相关准则的

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2018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财政部2018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8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5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调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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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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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回购股份等部分条款作出调

整，据以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公司职工；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

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

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

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

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

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

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第二十三条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

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

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

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

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审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

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

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

他事项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八)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

本公司股份；

(九)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

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

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

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

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 的其他内容未作变动，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委派的人

士办理工商手续等事宜。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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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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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

划” ）存续期即将届满。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资本市场价值的认可，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的规定和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拟对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展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2017年4月25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

案。截止到2017年6月8日，公司“国信证券天士力2017年第1期员工持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共计买入天士力股票50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69%，成交均价约39.456元/股。至此，公司已完成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购买，锁定期自2017年6月8日起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

未出售股票。（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26日和2017年6月1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情况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根据《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授权董事会

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做出决定。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即将到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8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本计划存续期延长至2019年7月24日。

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及《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 2019年7月24日。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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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

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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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一一医药制

造》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

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分行业经营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行

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2019年1季度 2018年1季度

增长率

（%）

2019年1季度 2018年1季度

增长率

（%）

2019年

1季度

2018年

1季度

增长

率

医

药

工

业

1,649,695,028.79 1,494,496,163.42 10.38 398,990,454.24 381,050,609.87 4.71 75.81 74.50 1.31

医

药

商

业

2,881,712,030.36 2,450,649,251.03 17.59 2,606,649,866.92 2,210,059,435.78 17.94 9.55 9.82 -0.27

合

计

4,531,407,059.15 3,945,145,414.45 14.86 3,005,640,321.16 2,591,110,045.65 16.00 33.67 34.32 -0.6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治疗领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心脑血管 1,107,362,129.08 251,318,279.12 77.30 8.56 7.34 0.26

抗肿瘤 245,806,973.01 54,831,458.03 77.69 42.02 22.33 3.59

感冒发烧 59,215,773.64 24,566,751.99 58.51 -14.94 -16.28 0.67

肝病治疗 109,335,433.14 23,858,996.86 78.18 21.40 13.86 1.45

其他 127,974,719.92 44,414,968.24 65.29 -9.69 -14.27 1.85

医药工业小

计

1,649,695,028.79 398,990,454.24 75.81 10.38 4.71 1.31

医药商业小

计

2,881,712,030.36 2,606,649,866.92 9.55 17.59 17.94 -0.27

合计 4,531,407,059.15 3,005,640,321.16 33.67 14.86 16.00 -0.6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中药 1,136,593,222.94 275,338,739.79 75.78 3.41 2.73 0.16

化学制剂药 434,394,255.18 96,933,845.94 77.69 30.78 15.90 2.86

化学原料药 16,687,976.29 9,909,227.10 40.62 29.24 1.15 16.49

生物药 62,019,574.38 16,808,641.41 72.90 23.17 -14.26 11.83

医药工业小

计

1,649,695,028.79 398,990,454.24 75.81 10.38 4.71 1.31

医药商业小

计

2,881,712,030.36 2,606,649,866.92 9.55 17.59 17.94 -0.27

合计 4,531,407,059.15 3,005,640,321.16 33.67 14.86 16.00 -0.65

公司抗肿瘤产品收入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42.02%， 主要系蒂清销售增长及抗肿瘤用药增值率税率下降

所致。

公司化学制剂药收入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30.78%，主要系本公司蒂清和水林佳销售增长所致。

二、报告期内分地区经营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本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上年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比例（%）

天津市 2,718,171,560.50 2,715,218,945.78 0.11

北京市 191,824,536.14 173,614,403.57 10.49

广东省 215,235,009.16 282,542,278.19 -23.82

上海市 61,307,149.10 50,823,320.29 20.63

山东省 132,205,724.28 146,090,925.79 -9.50

陕西省 1,126,642,926.46 1,095,113,316.94 2.88

湖南省 262,646,401.35 237,534,094.53 10.57

辽宁省 648,520,258.91 614,144,254.07 5.60

江苏省 365,571,407.60 306,433,568.14 19.30

河南省 12,583,770.59 13,268,070.87 -5.16

山西省 402,952,932.98 一 一

其他 38,350,047.41 7,987,587.48 380.12

小计 6,176,011,724.48 5,642,770,765.65 9.45

抵消 1,644,604,665.33 1,697,625,351.20 -3.12

合并 4,531,407,059.15 3,945,145,414.45 14.86

注：上表中地区分布以公司所在地划分。

广东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3.82%，主要系商业子公司广东粤健业务结构调整所致；江苏省销售收入较

上年同期增长19.30%，主要系子公司帝益公司蒂清等产品销量增长及抗肿瘤用药税率下降所致；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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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5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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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向全体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

接送达、邮寄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5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4月20日12：00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

金士国际葡萄酒庄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正良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1．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事的意

见和股东的期望。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慎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

（1）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根据《内控规范》和《内控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初

步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基本完整，内部审计小组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

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3）2018年度，公司未有违反《内控规范》和《内控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重大事项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在重大事项上符合全面、真实、准确的要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工作

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 2018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7.1 公司拟于2018年度与天津天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与物业管理等相关服务事项的关联交易

7.2 公司拟于2018年度与天津天时利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与提供运输、餐饮等相关服务事项的关联交易

7.3 公司拟于2018年度与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发生采购帝泊洱卓清速溶茶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3项子议案关联方监事叶正良回避了表决，其余四名监事表决通过。

8.�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2018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财政部2018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慎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5票，其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第2、3、4、5项议案须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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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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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14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8,

421,327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37.60元，共计募集资金106,864.19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3,849.10万元后的募

集资金为103,015.09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于2010年12月13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

会计师费、 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30.00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02,

885.0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

〔2010〕406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98,788.78万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059.14万元；2018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586.88万元，2018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0.76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00,375.66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059.90

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569.3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2,059.9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4.33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545.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

2010年12月，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11年4月，因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

司GMP技改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中药公司）具体负责实

施，故本公司和现代中药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11年10月，因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由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士力三七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三七公司）具体负责实施，故本公司和云南三七

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现代中药公司和云南三七公司开设了6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

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北辰支行

12001815700052506013 10.28 募集资金专户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

辰支行

2000002269000475 7.76 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 77010154800012880 6.2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佟楼支行

02-180001040019358 0.08 募集资金专户

现代中药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佟楼支行

02-180001040019531

该账户已于2014年12

月销户

云南三七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

七都支行

135619700457

该账户已于2015年6月

销户

合 计 24.33

此外，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545.00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天士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为公司研发提供更好的物质平台，但较难单独核算其直接经济效益。

现代中药产业链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为公司内部控制、办公效率等提供硬件和软件基础，但较难单独

核算其直接经济效益。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GMP技改项目的建设完成，为公司提高复方丹参滴丸、养血

清脑颗粒（丸）、芪参益气滴丸等主要中成药产品的产量提供质量稳定的原料提取物，因其为中间产品，较难单

独核算其直接经济效益。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提高了公司存货的储存规模和物流配送能力，

但较难单独核算其直接经济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2,885.0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86.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172.7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375.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8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

投入进

度(%)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复方丹参滴

丸、芪参益气

滴丸新型滴

丸剂生产线

建设项目

是 20,628.55 15,571.86 15,571.86 1,586.88 10,244.46 -5,327.40 65.79 在建中 无

不适用

（未完成

建设）

否

现代中药出

口生产基地

集成控制建

设项目

否 9,853.00 9,853.00 9,853.00 9,853.00 100.00

2014年

12月

无 否 否

天士力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1,950.00 11,950.00 11,950.00 11,946.89 -3.11 99.97

2016年

12月

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不适用

（未承诺

效益）

否

现代中药产

业链信息系

统建

设项目

否 3,091.28 3,091.28 3,091.28 3,264.22

172.94

[注2]

105.59

2015年

1月

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不适用

（未承诺

效益）

否

三七药材储

备及种植基

地建设项目

是 13,623.27 5,507.26 5,507.26 5,015.79 -491.47 91.08

2012年

12月

[注1]

不适用

（未承诺

效益）

否

现代中药固

体制剂扩产

建设项目

否 25,385.58 25,385.58 25,385.58 24,931.31 -454.27 98.21

2014年

2月

8,269.51 否 否

现代物流配

送中心建设

项目

否 6,843.51 6,843.51 6,843.51 6,873.67

30.16

[注3]

100.44

2014年

12月

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不适用

（未承诺

效益）

否

天士力现代

中药资源有

限公司GMP

技改项目

否 15,489.00 15,489.00 15,489.00 15,073.62 -415.38 97.32

2013年

7月

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不适用

（未承诺

效益）

否

收购江苏帝

益药业公司

全部股权项

目

是 13,172.70 13,172.70 13,172.70 100.00

2013年

6月

35,027.80

不适用

（未承诺

2018年度

效益）

否

合 计 106,864.19 106,864.19 106,864.19 1,586.88 100,375.66 -6,488.5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建设完成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复方丹参

滴丸、芪参益气滴丸新型滴丸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主要系公

司对原有滴制车间进行了技术改造，提前解决了部分产能不足问题，基本满足

现有市场需求， 故公司采用复方丹参滴丸国际产业化过程中的新滴制工艺技

术，对项目的建设方案进行了多次优化和论证,同时增加了项目内容，相应影响

了项目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2011年3月25日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利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金额1,968.84万元，包括“现代中药出口生产基地集成控制建设项

目” 299.90万元、“现代中药固体制剂扩产建设项目” 5.94万元和“天士力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1,663.0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2017年8月16日六届二十次董事会通过，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

187.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公司已于上述规定期限到期前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经公司2018年8月17日七届五次董事会通过，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

82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有4,545.00万元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中募投资金投入的种植三七至2016年底已全部产出。

[注2]：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大于承诺投入金额，系将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投入所致。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

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

化

收购江 苏

天士力 帝

益药业 有

限公司 全

部股权 项

目

复方丹参滴丸、芪

参益气滴丸新型滴

丸剂生产线建设项

目和三七药材储备

及种植基地建设项

目

13,

172.70

13,172.70

13,

172.70

100.00 2013年6月 35,027.80

不适用

（未承

诺2018

年度效

益）

否

合 计

13,

172.70

13,172.70

13,

172.7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复方丹参滴丸、芪参益气滴丸新型滴丸剂生产线建设项目，公司拟采用新的滴制工艺技

术，通过优化建设方案，在保障未来生产需求的前提下，降低项目总投资额；三七药材储

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公司主要通过联合种植方式建设三七种植基地，节约了资金投

入，并满足了公司日常经营的三七药材需求。鉴于此，公司将复方丹参滴丸、芪参益气滴

丸新型滴丸剂生产线建设项目承诺的部分投资额5,056.69万元和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

地建设项目承诺的部分投资额8,116.01万元合计13,172.70万元，调整为用于收购江苏天士

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帝益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调整部分涉及金额占前

次募集资金总额的12.80%。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13年3月30日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也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2013年4月24

日，公司2012年股东大会也审议批准了上述变更事项。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证券代码：600535� �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9-011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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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医药营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为支持医药商业业务发展，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商业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办理流动资金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质押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等业务。

公司将对其不限品种提供担保，并允许在担保总额度内进行公司间调整。2019年的融资担保额度与2018年担保议

案总额持平，即58.79亿元。预计担保明细如下：

1)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4,500万元人民币；

2)控股子公司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135,000万元人民币；

3)控股子公司陕西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95,000万元人民币；

4)控股子公司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52,000万元人民币；

5)控股子公司天士力广东医药有限公司65,000万元人民币；

6)控股子公司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42,000万元人民币；

7)控股子公司山西天士力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63,000万元人民币。

8)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19,000万元人民币；

9)控股子公司天津国药渤海医药有限公司17,000万元人民币；

10)控股子公司辽宁天士力医药物流有限公司23,000万元人民币；

11)控股子公司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000万元人民币；

12)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1,200万元人民币；

13)控股子公司岳阳瑞致医药有限公司11,000万元人民币；

14)控股子公司济南平嘉大药房有限公司 4,000万元人民币；

15)控股子公司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

16)控股子公司辽宁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5,200万元人民币。

2.�为子公司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子公司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为保证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拟向银行申请办理融资

业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3.�为子公司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保证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由

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15,5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4.�为子公司云南天士力三七种植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子公司天士力云南天士力三七种植有限公司为保证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拟向银行申请办理融

资业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16,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5.�为子公司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子公司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拟向银行申请办理融资业务，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6.�为子公司Tasly� Pharmaceuticals,Inc贷款提供担保

子公司Tasly� Phramaceuticals,Inc拟向银行申请1,000万美元贷款，以公司人民币定期存款作为质押，公司为其

提供质押兼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间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5,827.7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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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

剂批发；化学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化妆品、日化用品、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制品、模具、塑料原料、

卫生洗液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片剂、胶囊、软胶囊、颗粒剂、茶剂、口服液、酒）批发兼零售；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针）、输液器（针）、角膜接触镜及护理液、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卫生材料及

敷料、中医器械、普通诊察器械、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家用血糖仪及试纸条、妊娠诊断试纸、避孕套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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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持有其86.87%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22,499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0,569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212万元人民币。

2、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242号金花新都汇3单元19层

法定代表人：吴迺峰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除疫苗）、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保健食品、医疗器械、消毒用

品、化妆品、日用化学品（易制毒、危险化学品除外）、杀虫剂、化学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玻璃仪器、仪器仪表、

化学试剂、医疗包装材料的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其他类食品的销售；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卫生材料、保健用品、办公文化用品、家用电

器、五金交电、农副产品、计生用品、劳保用品的销售；实验室设备、环保设备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中药材的收购；互联网药品信息咨询、健康咨询；药品市场维护推

广服务、市场调研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网络应用产品、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的销售及维护服务；基因检测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普通货物运输；商务咨询服务（金融、证券、期货、基金投资咨询等专控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218,300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206,957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

净利润3,609万元人民币。

3、陕西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7,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三桥镇建章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经

营；医用消毒产品、保健食品的批发；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化妆品、劳保用品、

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的销售；商品信息、医药技术信息咨询（金融、证券、期货、基金投资咨询等专控除外）；仓储及

运输；会议及展览服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91.61%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39,84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29,921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

净利润2,467万元人民币。

4、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南十马路60号(1门)

法定代表人：吴迺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食品销售；医疗器械、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外辅设备、净水设备、通讯设备、

制冷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实验室设备及配件、化学试剂、仪器仪表、化妆品、日用百货、保健用品、消毒产

品、消杀用品、农副产品、安防设备销售；卫生管理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持有其60%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08,400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01,197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净利

润1,900万元人民币。

5、天士力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333号6、8、9层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含体外诊断试剂；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食品；销售医疗

器械：一类医疗器械；Ⅱ、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隐形眼镜及其护理用液类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

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

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介入器

材、体外诊断试剂（特殊管理诊断试剂除外）；Ⅱ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

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限微创外科专用切除组织取出器和一次性使用套管

穿刺器)，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

设备，6827中医器械， 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

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Ⅲ类：6801~6812手术器械；

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主营：干果、面粉、烘焙食品、糖果蜜饯、非酒精饮料，茶-不包

括茶饮料，乳制品(不包括婴幼儿乳粉)，咖啡，可可，婴幼儿乳粉、酒(以上各项具体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

销售：化学原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保健用品，食品添加剂，消毒产

品、化妆品、汽车(不含实施品牌汽车销售备案管理的汽车)，办公设备、化学玻璃仪器、医药策划、咨询。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普通货运：装卸、仓储等物流服务；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房屋租赁，机械设备。（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63,19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57,967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488万元人民币。

6、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5,00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湘潭市岳塘区双马工业园霞光东路6号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及第一类精神

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及肽类激素、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制剂、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原料药；Ⅰ类、Ⅱ类医疗器械（含Ⅱ类6840诊断试剂）和Ⅲ类：6804眼科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

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

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32医用高能

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含诊断试剂）、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

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预包装食品（含酒类）、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日

用品、化妆品、消毒用品、化工产品的销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装卸、仓储等物流服务；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医药信息及售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药品市场维护推广服务；市场调研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系统及网络应用产品、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的销售及维护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1.02%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82,141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78,707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1,080万元人民币。

7、山西天士力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2,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唐槐路86号1幢1-2层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二类精神药品的批发；第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的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医药、医疗信息咨询；利用自有设施发布路

牌、灯箱广告；承办会议及展览、展示活动；仓储服务；保健食品、消杀用品（除剧毒等限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

的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医疗器械的维修咨询及售后服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医药产品营销策划推广。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87,367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71,923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1,823万元人民币。

8、山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6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58号山东轻工业学院南校区实验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

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凭许可证经营）；销售：II、III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凭许可证经

营）；批发、零售：一类医疗器械，日用消杀用品，化妆品，日用品、百货、仪器仪表、环境监测设备、五金交电、家用

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办公设备、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批发；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品）；国内广告业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车道路运输活动、

冷藏车道路运输活动（不含危险品）（凭许可证经营）；货运配载；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29,357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28,519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82万元人民币。

9、天津国药渤海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五道16号B-8号楼-1-502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医疗器械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百货、化学试剂、化工产品、消毒用品、玻璃仪器、化

妆品批发兼零售；信息咨询、劳动服务、会议服务、生物技术开发、仓储、兼营广告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54,084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50,729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1,042万元人民币。

10、辽宁天士力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枫叶路200-3栋1-3层1号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物流配送；中草药、

农副产品收购、农副产品土特产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展览展示服务；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

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剂（除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制剂、医疗用毒性

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医疗器械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保健食品经

营批发；药用辅料批发、保健用品、消毒消杀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家用电器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持有其100%股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48,783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47,324万元人民币，2018年1-12月实现净

利润149万元人民币。

11、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二马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非处方药，处方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生物药品、抗生素、生物制品），中药材、中药饮片零售

（连锁）；中草药收购、消毒消杀用品（法律法规禁止经营及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化妆品、日用百

货、保健用品零售；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保健食品经营；国内展览展示服务；

医疗器械零售（以许可证核定的项目为准）；通讯产品、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销售，手机卡、充值卡代理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农副产品、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文化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企业管理培

训；预包装食品零售；（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输液器零售；健康保健咨询服务，医疗

咨询服务，医疗诊治，食品、酒水、饮料、针纺织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健

身器材，眼镜、五金产品、花卉、宠物用品、玻璃仪器、服装、家用电器销售及互联网销售，代收、代缴水电、煤气费、

手机费、地铁卡费，会议及展览服务，健康管理，眼镜加工、验配，互联网信息服务，仓储服务，广告发布及设计，柜

台租赁，食盐零售，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药品、管理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母婴保健服务（以登记机关核定为

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下转B3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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