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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0

债券代码：

112038

债券简称：

11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相关内容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云南锡业股

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董事会成员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监事会成员

的公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追加议案的公告暨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经事后审核，发现部分内容需要作如下更正：

一、在上述公告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邵卫峰先生”更正为“邵卫锋先生” ，并在更正后

将邵卫锋先生相关信息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示。

二、 在《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成员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监事会成员的公告》中，公司收到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辞职报告的时间为“3月11日” 。

除上述内容外, 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披露的公告内容不存在其他需要更正之处，对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6-026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乡合兴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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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11月22日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及2013年12月10日召开的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合

兴包装卫辉年产4000万平方米环保预印包装箱项目暨投资协议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河南省卫辉市唐庄工业园内建设卫辉年产4000万平方米环保预印包装箱项目及公司与卫

辉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31日签署《投资协议书》生效。 同时，同意将郑州合兴包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合兴” )生产部分迁至卫辉，并以郑州合兴后续新设立的子公司实施

本次协议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3-068号、2013-069号、2013-073号公

告）。

2015年10月15日， 在卫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活动中，公司全资孙公司新乡合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合兴” )竞得编号

为卫交土(2015)07号(卫国土告字[2015]07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关内容详见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15-077号的“关于新乡合兴竞

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现新乡合兴就竞得的地块与卫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现将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1、宗地编号：WHG2015-07；

2、宗地位置：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石屏村；

3、宗地面积：40,000.07平方米；

4、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5、出让年限：50年；

6、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捌佰柒拾万元。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6-41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8日接到公司董事长、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通知， 获悉阙文彬先生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份

数

质押登记日

质押解除

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阙文彬 是 18,200,000股 2012.07.23

2016.03.

17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锦江支行

2.29%

合计 _ 18,200,000 _ _ _ 2.29%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94,009,999股， 占公司总股本

41.98%， 此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其累计质押股份数为774,821,677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40.97%，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97.58%。

三、备查文件

《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6-019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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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7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刊登的《201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6-018），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

述公告内容中日期写错。 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业绩持续稳步增长，主要系公司前期致力于拓展和

开发的自动变速箱齿轮、混动车用齿轮及纯电动变速箱齿轮，本期出现增长所致。 2016年

实现营业收入139,766.20万元， 同比增长10.37%， 营业利润15,545.73万元， 同比增长

16.31%， 利润总额16,080.14万元， 同比增长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

543.35万元，同比增长10.74%。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业绩持续稳步增长，主要系公司前期致力于拓展和

开发的自动变速箱齿轮、混动车用齿轮及纯电动变速箱齿轮，本期出现增长所致。 2015年

实现营业收入139,766.20万元， 同比增长10.37%， 营业利润15,545.73万元， 同比增长

16.31%， 利润总额16,080.14万元， 同比增长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

543.35万元，同比增长10.74%。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6-038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

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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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6年3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0236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针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披露《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2015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司公告临2016-037），现根据要求对回复公告内容

补充如下：

一、关于公司行业经营情况

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下滑明显，但公司未充分披露行业发展等因素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1.行业指引落实情况。 请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指引的要求，

补充披露按治疗领域划分的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公司驰名或著名商标情况、主要销售模式、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中的中标情况、销售费用同行业比较情况等。

回复：

（1）按治疗领域划分的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指引的要求有关要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药品和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珍珠明目滴眼液、河车大造胶囊、复方鲜竹沥液、薄荷脑

和薄荷素油等，各类产品的类型及治疗领域如下：

主要治疗

领域

药（产）品

名称

所属药（产）品

注册分类

是否属于报告期内推

出的新药（产）品

报告期内的生产

量

报告期内的销售

量

眼科

10ml珍珠明目液

（瓶）

中成药 否 1,629,720 1,609,270

眼科

15ml珍珠明目液

（瓶）

中成药 否 481,500 454,324

内科

100ml复方鲜竹沥

（盒）

中药 否 280,200 197,782

内科

10ml复方鲜竹沥液

（盒）

中药 否 2,560,909 1,782,350

肿瘤辅助类 河车大造胶囊（盒） 中成药 否 1,402,973 1,146,693

原料药 薄荷脑（公斤） 原料药 否 177,169 153,114

原料药 薄荷素油（公斤） 原料药 否 74,886 60,220

（2）公司驰名或著名商标情况

公司拥有的“天目山”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并分别被浙江省商务厅、杭州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浙

江老字号” 、“杭州老字号” 。 “新安江”商标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 所获商标对应产品情况如下：

商

标

产品名称 适应症或主治功能

所属注册

分类

中药保护

品种

处方药 销量 收入

毛利

率

天

目

山

妇乐颗粒 妇科炎症

中药第六

类

否 √ 108,083 1,291,247.49 5%

心无忧 胸痹气滞血瘀症

中药第六

类

否 √ 23,940 366,256.43 81%

养血安神糠

浆

失眠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5,300 21,653.85 -18%

珍珠明目滴

眼液

视力疲劳症和慢性结

膜炎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2,063,394 9,791,207.83 75%

百合固金口

服液

肺肾阴虚干咳

中药第六

类

否 否 142,964 1,598,859.57 35%

复方鲜竹沥

液

痰热咳嗽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1,977,922 11,535,223.35 34%

六味地黄丸 肾阴虚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53,240 206,336.66 -25%

竹沥合剂 痰热咳嗽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30,120 176,618.47 53%

金匮肾气丸 肾阳虚水肿

中药第九

类

否 √ 67,080 403,802.79 21%

超青 各种感染

中药第六

类

否 √ 712,580 3,485,686.99 9%

新

安

江

河车大造胶

囊

滋阴清热，补肾益肺。

用于肺肾两亏所致的

虚劳咳嗽，潮热骨蒸，

盗汗，腰膝酸软。

中药第八

类

否

双跨品

种

1,146,693 7,478,747.35 26%

六味地黄口

服液

滋阴补肾。 用于肾阴

亏损，头晕耳鸣，腰膝

酸软，骨蒸潮热，盗汗

遗精，消渴。

中药第八

类

否 否 1,079 19,634.16 65%

养阴清肺糖

浆

养阴清肺，清热利咽。

用于咽喉干燥疼痛,

干咳少痰,痰中带血。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0 0.00

（3）公司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队伍根据不同产品中标情况和医保情况， 结合市场进行医院终端销售和药店终端销售，公

司实行区域大包责任制的模式，部分产品在部分区域采用省级代理模式。另外，公司对部分产品采取代理

商包销模式进行销售，即由代理商负责产品销售，在规定的销售区域内自行负责向医院、药店等终端客户

配送、推广和销售。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按客户类型分布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地区 2015年度 2014年度

直销客户 6432.33. 12110.16

代理商 1182.88 2169.49

合计 7615.21 14279.65

公司目前的销售区域主要为华东地区，2014年度和2015年度，公司在华东地区的销售收入占其销售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3.17%和42.32%。

（4）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中标情况

公司2015年全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中标情况如下：

药品名

称

上海

基药

山

东

基

药

重

庆

基

药

浙

江

基

药

安

徽

江

苏

广

州

军

区

201

2全

军

湖

南

湖北

北京

基药

2012

江

西

辽

宁

吉

林

非

基

甘

肃

山

西

海

南

河

北

六味丸 √ √ √

金匮 √ √ √ √ √ √ √

珍珠15 √ √ √ √ √ √ √ √ √ √

珍珠10 √ √ √ √ √ √ √ √ √

复方10 √ √ √ √ √ √

复方100 √ √ √ √ √ √ √ √

养血 √ √ √ √ √

妇乐 √ √ √ √ √ √

百合20 √ √ √ √ √ √

百合10 √ √ √ √ √ √

心无忧 √ √ √ √ √

复方野

菊

竹沥合

剂

√ √

阿莫西

林

8片6

片√

8

片

√

6片

√

6

片

√

8

片

√

河车大

造胶囊

√ √ √ √ √ √ √ √ √ √ √

养阴清

肺糖浆

√ √ √ √

舒经活

血片

√

他莫昔

芬

√

杜仲颗

粒5g*12

√ √ √ √

黄连上

清片

√ √

筋骨草

胶囊

√ √ √

元胡止

痛胶囊

六味地

黄口服

液10x10

√ √ √

六味地

黄口服

液10x14

√ √ √

打“√” 为中标区域。

（5）销售费用同行业比较情况

2015年公司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办公费、广告费等销售部门费用和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市

场开发费用，报告期合计发生额为1,299.63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3.71%。

以下为中药行业部分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销售费用（万元） 占比%

天士力 326,151.31 66,690.06 20.45

健民集团 151,773.14 22,640.13 14.92

辅仁药业 31,718.45 8,051.13 25.38

同仁堂 794,272.42 157,873.84 19.88

千金药业 167,924.37 53,336.15 31.76

益盛药业 68,702.47 32,521.11 47.34

康缘药业 213,616.85 91,326.47 42.75

华神集团 32,152.26 11,703.30 36.40

以岭药业 245,701.71 88,430.73 35.99

佐力药业 48,688.08 21,480.01 44.12

羚锐制药 81,124.74 30,182.40 37.20

中新药业 502,501.10 101,481.78 20.20

贵州百灵 124,041.24 32,250.38 26.00

神奇制药 98,452.73 48,660.48 49.43

白云山 1,507,081.39 327,260.68 21.71

康恩贝 374,784.93 106,724.07 28.48

香雪制药 109,165.97 15,037.12 13.77

鲁抗医药 116,503.77 10,130.72 8.70

佛慈制药 25,838.99 1,719.77 6.66

平均值 24.45

天目药业(2015年) 9,476.58 1,299.63 13.71

天目药业（2015年前三季

度）

6,828.90 753.77 11.04

（注：（注：除天目药业外，其他上市公司因年报尚未披露为2015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数据。 ）

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销售费用也下降明显，销售费用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处于行业平

均水平之下。

2.主营产品产销情况。 年报显示，2015年下半年，河车大造胶囊、薄荷素油、复方鲜竹沥液等主导产品

陆续恢复生产后，生产量均较去年有大幅增长，销售量却较去年大幅下滑，导致年底库存量较去年增长

36.75%。同时，部分产品如河车大造胶囊的营业成本还较去年增加约54%。请结合行业内同类产品市场变

化趋势，补充披露公司在上述销售、成本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仍大量生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

趋势，并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库存积压、存货减值的风险。

回复：

公司2015年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薄荷脑（公斤） 177,169 153,114 41,635 -22.03 -63.44 123.59

薄荷素油（公斤） 74,886 60,220 15,099 43.82 -41.86 3,380.76

鲜石斛（公斤） 12,597 12,597 0 72.97 0.73

10ml珍珠明目液（瓶） 1,629,720 1,609,270 44,082 -66.48 -67.88 86.54

15ml珍珠明目液（瓶） 481,500 454,324 30,374 -70.49 -74.01 849.78

六味地黄丸（瓶） 79,560 53,270 28,690 0.10 -48.06 1,095.42

河车大造胶囊（盒） 1,402,973 1,146,693 260,624 87.25 10.40 1,281.81

妇乐颗粒（盒） 108,990 108,173 29,091 -33.31 -35.62 2.89

心无忧（盒） 27,120 24,000 4,920 -50.62 -55.96 173.33

20ml百合固金口服液（盒） 97,920 75,748 23,905 762.88 -19.15 1,279.40

10ml百合固金口服液（盒） 88,320 71,613 16,707 20.13 -17.65

100ml复方鲜竹沥（盒） 280,200 197,782 119,529 26.73 -2.15 222.09

10ml复方鲜竹沥液（盒） 2,560,909 1,782,350 850,046 33.86 -14.88 1,089.09

6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盒）

312,640 281,280 31,360

8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盒）

468,100 431,300 36,800

（1）2015年公司销量较去年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公司主要产品珍珠明目滴眼液因生产线停产整顿

将近一年，而该产品停产整顿前库存较少，导致2015年度销量下滑，从而该产品销量较去年下降70%；另

外，公司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薄荷脑和薄荷素油受市场变化影响很大，致使该公

司2015年销售较上年下浮21%左右，这也是整个公司销售下降的又一原因。 详见以下明细：

产品名称 单位

2014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0ml珍珠明目滴

眼液

万瓶 501 2,119.02 161 668.11 -68%

15ml珍珠明目滴

眼液

万瓶 175 1,197.08 45 311.01 -74%

合计 676 3,316.10 206 979.12 -70%

薄荷素油 吨 104 1,214.99 60 956.29 -21%

合计 104 1,214.99 60 956.29 -21%

（2）公司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河车大造胶囊，成本较之前大幅增加的原因有3

个：a)子公司搬迁进新厂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原来增加2-3倍，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大幅增加，但产品

还未完全达到设计产能；b)由于新厂区地处郊区，为了稳定员工，较大幅度提升了子公司员工薪酬福利，

这是导致成本增加的又一重要原因；c)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也导致子公司该产品成本增加。

（3）公司在上述销售、成本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仍大量生产的原因一是河车大造胶囊属于公司主打

产品，尽管成本等因素不利，但仍有毛利空间，随着公司生产逐步正常，该产品利润会进一步增加，将会给

公司带来积极影响。二是河车大造胶囊属于独家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也是公司主力发展的产品之

一。

（4）公司存货较去年同期上涨的主要原因：

第一、天目药业临安制造中心因部分产品（妇乐颗粒、复方鲜竹沥液、百合口服液、心无忧等）GMP

认证到期，2016年开始GMP认证，为保证公司这些产品市场供应，公司于2015年年底加班加点生产了一

批成品导致库存增加了691.83万元，增长幅度达87.57%； 单位：万元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存货明细

科目

2014年 2015年 变化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1,291.57 1,544.21 252.64 19.56%

存货跌价准备 -618.76 -597.67

生产成本 113.83 353.17

库存商品 790.07 1,481.90 691.83 87.57%

存货总计 1,576.71 2,781.61 944.47 59.90%

第二、公司所属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薄荷脑和薄荷素油所需原材料受

市场波动影响很大，为有效控制成本，公司于2015年12月在这部分原材料价格低位适当增加了245.56万

元库存，增加幅度为15.82%；同时薄荷市场略有好转，公司加大了生产进度，产成品也增加了456.60万元，

增加幅度为185.95%。 单位：万元

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存货明细

科目

2014年 2015年 变化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1,552.25 1,797.81 245.56 15.82%

库存商品 245.55 702.15 456.60 185.95%

存货总计 1,797.80 2,499.96 702.16 39.06%

第三、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2014年正处于搬迁生产线调试和GMP认证阶段， 公司存货除了有

259.61万元原材料外，成品几乎没有，2015年GMP认证结束，公司恢复生产，到当年12月底，公司成品和

原材料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51.20%，成品增加了4391.03%。 单位：万元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存货明细

科目

2014年 2015年 变化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259.54 392.43 132.89 51.20%

库存商品 4.72 211.93 207.21 4391.03%

存货总计 264.26 604.36 340.10 128.70%

公司本期内大部分产品都在做GMP认证和生产线技术改造， 销售较上期下滑， 到本期第三季度末

GMP认证和生产线技术改造完成并恢复生产，为保证市场供应，公司加大了生产和增加了库存，根据国

家十二五规划和药品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公司的规划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同时将会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

期末产成品增加主要为部分产品（妇乐颗粒、复方鲜竹沥液、百合口服液、心无忧等）在GMP认证到

期前增加了产量及出于成本考虑等原因增加计划生产量造成的， 不存在由于市场原因大量积压的情况。

末期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少量存在减值的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本年度新增的其他存货，毛利

率均较高，经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风险。

3.珍珠明目滴眼液的停产整顿情况。 年报显示，珍珠明目滴眼液是公司的主打产品之一，但报告期内

销售收入较去年下降约70%� ，主要原因是生产线停产整顿。 同时，公司曾受到监管部门对明目滴眼液中

添加硼酸、硼砂的行政处罚。 请补充披露：（1）明目滴眼液生产线停产整顿的发生时间、具体原因、影响，

以及是否与上述行政处罚有关；（2）截至目前，该生产线的整顿进展情况，以及产量和销量的恢复情况。

回复：

（1）明目滴眼液生产线停产整顿的发生时间、具体原因、影响，以及是否与上述行政处罚有关

2015年度，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的

通知>》（国食药监安[2011]101号）的要求，公司需按时取得《药品GMP证书》以确保各项生产正常开

展。 2015年2月11日、13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停产改造风险的提示公告》及补充公告，披露了公司临

安厂区及黄山天目已全面停产改造；4月16日、2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实施GMP整体改造的公告》

及《关于实施GMP整体改造的更正公告》，披露了公司临安厂区、黄山天目及黄山薄荷的GMP整体改造

情况；明目滴眼液作为GMP改造进行停产改造。 明目滴眼液停产一定程度导致了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和

利润的下降。 因GMP改造，明目滴眼液生产线已停产整顿，本次行政处罚对明目滴眼液生产并无重大影

响。 同时，由于监管部门对明目滴眼液中添加硼酸、硼砂的行政处罚，公司在改造中更加重视生产安全质

量，对明目滴眼液生产线严格要求，终于顺利取得公司临安版块滴眼液剂型、西药片剂型GMP证书。

（2）截至目前，该生产线的整顿进展情况，以及产量和销量的恢复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线本身的技术改造已经完成，而且完全达到了药品质量标准和要求；公司已按照

监管部门对明目滴眼液有关整改要求完成整改，正在启动恢复生产中，截至目前产量和销量尚未恢复。

4.销售费用与经营活动的匹配情况。年报显示，随着报告期内收入下降，销售费用较去年下降约53%。

其中，广告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均大幅下滑。在销售员工数量与去年持平的情况下，销售人员薪酬却

比去年增加73%。 请结合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形势补充披露：（1）大幅增加销售人员工资的原因及合理

性；（2）年报显示，支付的广告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业务费用支出达到3407万元，与销售费用中的上

述费用发生额不匹配，请分项列示前述各项业务费用的发生额和现金支出，并说明差异的原因。

回复：

（1）大幅增加销售人员工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4年度销售人员在报销冲减预提销售服务费时，冲减销售费用-工资金额为207万元，2014年度销

售人员实际工资为463.84万元，2015年度销售人员在报销时通过预提市场费用冲减预提销售服务费，实

际工资为444.41万元，实质上较上年下浮19.43万元，两年相差不大。

(2）年报显示，支付的广告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业务费用支出达到3407万元，与销售费用中的上

述费用发生额不匹配，请分项列示前述各项业务费用的发生额和现金支出，并说明差异的原因。

各项业务费用的发生额及现金支出明细如下：

费用明细 发生额 现金支出金额 差异额

差旅费 1,560,010.85 1,602,767.06 42,756.21

市场费用 5,521,940.04 9,995,601.14 4,473,661.10

业务宣传费 46,229.23 46,229.23 0.00

业务招待费 919675.17 1208970.50 289295.33

运输费 848169.99 848169.99 0.00

办公费 9,861.69 9,861.69 0.00

会议费 516,078.00 516,078.00 0.00

通讯费 106,317.75 106,317.75 0.00

招标费用 3,420.00 3,420.00 0.00

还往来借款 17,000,000.00 17,000,000.00

券商、审计咨询费用等 2,732,527.00 2,732,527.00

合计 9,531,702.72 34,069,942.36 24,538,239.64

支付的广告费、 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等业务费用支出3,407�万元与费用发生额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2015年度支付以前年度市场费用447万元；现金支出中包括1,700万元往来款；现金支出中包括券商、审

计咨询费用等费用273万元。

二、关于工程建设情况

5.在建工程。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1,975万元，其他减少金额却达到2,219万元，

其中黄山天目医药生产产业园工程减少金额为1,921万元。 请补充披露：（1）按照在建项目，分项披露在

建工程其他减少的形成原因以及相关的会计确认；（2） 黄山天目医药生产产业园工程项目在建已多年，

请披露该项目剩余预计建设期，截至目前投入金额占初始预算的比例，一直未能全部完工的原因，以及是

否存在减值风险。 请会计师就减值情况发表意见。

回复：

（1）按照在建项目，分项披露在建工程其他减少的形成原因以及相关的会计确认

2015年8月前黄山市天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处于产品线调试和GMP认证期，鉴于上述情况，公司为

完成GMP认证所进行的试生产的产品公司在账务处理上先计入在建工程科目归集， 待GMP认证完成后

分别结转进入产成品科目，导致在建工程科目直接减少654.42万元，其中614.23万元转入产成品，3.19万

元转入管理费用-研发费。 另外有1,267.05万元属于在建工程项下子科目互转，不影响在建工程余额。

天目药业在建工程减少298.01万元， 其中58.79万元属超青项目GMP认证时在在建工程科目归集，

GMP认证完成后转入生产成本-在产品科目；239.22万元属于在建工程项下预付账款， 待收到发票后转

入在建工程项下装修项目。

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说明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在建工程变化说明

完工入库 271.42 由在建工程（试产产品）转入产成品

领用转费用 3.19 由在建工程（管理费用）转入管理费用-研发费

销售收入冲 338.23 由在建工程（试产产品）转入产成品，

零售业务冲 4.58 由在建工程（试产产品）转入产成品

小计 617.42 以上转入产成品的的产品，在当年均实现了销售

销售收入 342.81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完工入库 517.46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转制造费用 143.32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转辅助费用 213.25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转燃料动力 50.21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小计 1,267.05 对在建工程当期发生额产生影响，对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无影响

转固定资产 37 实际由在建工程结转到固定资产，报告中汇总串了科目

合计 1,921.47

天目药业在建工程（超青项目）变化说明

试生产产品 58.79 由在建工程（试生产产品）转入生产成本（在产品）科目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天工商厦）变化说明

预付账款 239.22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在建工程（预付账款）转入在建工程（装修项目）

总计 2,219.48

（2）黄山天目医药生产产业园工程项目在建已多年，请披露该项目剩余预计建设期，截至目前投入

金额占初始预算的比例，一直未能全部完工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公司黄山天目医药生产产业园工程新厂区所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生产线以及辅助设施已于

2015年12月底完工， 主导产品河车大造胶囊、 六味地黄口服液等主要产品涉及的一期GMP认证已经完

成，并已正常生产经营。 剩余工程主要为丸剂、片剂、颗粒剂等产品的二期GMP认证工作，该认证工作目

前正在有序进行，计划于2016年12月底完成。截止目前投入金额占初始预算比例为70%，未完工的原因主

要为丸剂、片剂、颗粒剂产品申请GMP认证需要一个过程。 经减值测试，该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

（3）会计师就减值情况发表意见：

经核查，公司新厂区所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生产线以及辅助设施已于2015年12月底完工，主

导产品河车大造胶囊、六味地黄口服液等主要产品涉及的一期GMP认证已经完成，并已正常生产经营。

剩余工程主要为丸剂、片剂、颗粒剂等产品的二期GMP认证工作，该认证工作目前正在有序进行，计划于

2016年12月底完成。 截止目前投入金额占初始预算比例为70%，未完工的原因主要为丸剂、片剂、颗粒剂

产品申请GMP认证需要一个过程。 经减值测试，该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

三、其他

6.营业外支出。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约161万元的违约金、赔偿金及罚款支出，以及约427万元的其他支

出。 请按照具体事项列示相关明细，对发生额达到2014年经审计净利润10%的，披露形成原因，以及是否

按规定及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161�万元的违约金、赔偿金及罚款支出明细如下：

明细 金额（元）

证监会罚款支出 500,000.0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退回罚款 -300,000.00

国税扣款滞纳金 80,420.66

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罚款(百合固金口服液) 504,026.37

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罚款(珍珠明目滴眼液) 404,297.60

违反危化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罚款 3,000.00

2013年企业所得税罚款 56,416.27

车辆违章罚款 200.00

黄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丸药罚款 358,050.00

合计 1,606,410.9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及11.12.5，上述各项罚款未超过100万元故未作为临时公

告单独披露。

营业外支出-其他支出项目427万元为黄山市天目有限公司退城入园相关的部分费用支出。 公司于

2013年1月收到黄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给予黄山天目搬迁综合补偿合计 6,042.98�万元， 款项用于

停工停业损失补偿和土地、房产及其附属设施补偿，上述情况已于《对公司2013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函

回复的公告》中披露说明。 上述427万元支出由该政府拆迁补补偿款中列支，同时增加营业外收入增加

427万元，实际不影响2015年度损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6-039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年报补充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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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6年3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0236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针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公司2015年年报作如

下补充说明：

一、对“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三）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医药制

造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下补充说明

(一）1、行业和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2)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按治疗领域划分的主要药（产）

品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指引的要求有关要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药品和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珍珠明目滴眼液、河车大造胶囊、复方鲜竹沥液、薄荷脑

和薄荷素油等，各类产品的类型及治疗领域如下：

主要治疗

领域

药（产）品

名称

所属药（产）品

注册分类

是否属于报告期内推

出的新药（产）品

报告期内的生产

量

报告期内的销售

量

眼科

10ml珍珠明目液

（瓶）

中成药 否 1,629,720 1,609,270

眼科

15ml珍珠明目液

（瓶）

中成药 否 481,500 454,324

内科

100ml复方鲜竹沥

（盒）

中药 否 280,200 197,782

内科

10ml复方鲜竹沥液

（盒）

中药 否 2,560,909 1,782,350

肿瘤辅助类 河车大造胶囊（盒） 中成药 否 1,402,973 1,146,693

原料药 薄荷脑（公斤） 原料药 否 177,169 153,114

原料药 薄荷素油（公斤） 原料药 否 74,886 60,220

（二）1、行业和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4)公司驰名或著名商标情况

公司拥有的“天目山”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并分别被浙江省商务厅、杭州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浙

江老字号” 、“杭州老字号” 。 “新安江”商标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 所获商标对应产品情况如下：

商

标

产品名称 适应症或主治功能

所属注册

分类

中药保护

品种

处方药 销量 收入

毛利

率

天

目

山

妇乐颗粒 妇科炎症

中药第六

类

否 √ 108,083 1,291,247.49 5%

心无忧 胸痹气滞血瘀症

中药第六

类

否 √ 23,940 366,256.43 81%

养血安神糠

浆

失眠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5,300 21,653.85 -18%

珍珠明目滴

眼液

视力疲劳症和慢性结

膜炎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2,063,394 9,791,207.83 75%

百合固金口

服液

肺肾阴虚干咳

中药第六

类

否 否 142,964 1,598,859.57 35%

复方鲜竹沥

液

痰热咳嗽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1,977,922 11,535,223.35 34%

六味地黄丸 肾阴虚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53,240 206,336.66 -25%

竹沥合剂 痰热咳嗽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30,120 176,618.47 53%

金匮肾气丸 肾阳虚水肿

中药第九

类

否 √ 67,080 403,802.79 21%

超青 各种感染

中药第六

类

否 √ 712,580 3,485,686.99 9%

新

安

江

河车大造胶

囊

滋阴清热，补肾益肺。

用于肺肾两亏所致的

虚劳咳嗽，潮热骨蒸，

盗汗，腰膝酸软。

中药第八

类

否

双跨品

种

1,146,693 7,478,747.35 26%

六味地黄口

服液

滋阴补肾。 用于肾阴

亏损，头晕耳鸣，腰膝

酸软，骨蒸潮热，盗汗

遗精，消渴。

中药第八

类

否 否 1,079 19,634.16 65%

养阴清肺糖

浆

养阴清肺，清热利咽。

用于咽喉干燥疼痛,

干咳少痰,痰中带血。

中药第九

类

否 否 0 0.00

（三）3、公司药（产）品生产、销售情况/(2)销售费用情况分析

2015年公司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办公费、广告费等销售部门费用和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市

场开发费用，报告期合计发生额为1,299.63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3.71%。

以下为中药行业部分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销售费用（万元） 占比%

天士力 326,151.31 66,690.06 20.45

健民集团 151,773.14 22,640.13 14.92

辅仁药业 31,718.45 8,051.13 25.38

同仁堂 794,272.42 157,873.84 19.88

千金药业 167,924.37 53,336.15 31.76

益盛药业 68,702.47 32,521.11 47.34

康缘药业 213,616.85 91,326.47 42.75

华神集团 32,152.26 11,703.30 36.40

以岭药业 245,701.71 88,430.73 35.99

佐力药业 48,688.08 21,480.01 44.12

羚锐制药 81,124.74 30,182.40 37.20

中新药业 502,501.10 101,481.78 20.20

贵州百灵 124,041.24 32,250.38 26.00

神奇制药 98,452.73 48,660.48 49.43

白云山 1,507,081.39 327,260.68 21.71

康恩贝 374,784.93 106,724.07 28.48

香雪制药 109,165.97 15,037.12 13.77

鲁抗医药 116,503.77 10,130.72 8.70

佛慈制药 25,838.99 1,719.77 6.66

平均值 24.45

天目药业(2015年) 9,476.58 1,299.63 13.71

天目药业（2015年前三季

度）

6,828.90 753.77 11.04

（注：（注：除天目药业外，其他上市公司因年报尚未披露为2015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数据。 ）

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销售费用也下降明显，销售费用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处于行业平

均水平之下。

二、对“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分析/1、收入和成

本分析/（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作如下补充：

公司2015年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薄荷脑（公斤） 177,169 153,114 41,635 -22.03 -63.44 123.59

薄荷素油（公斤） 74,886 60,220 15,099 43.82 -41.86 3,380.76

鲜石斛（公斤） 12,597 12,597 0 72.97 0.73

10ml珍珠明目液（瓶） 1,629,720 1,609,270 44,082 -66.48 -67.88 86.54

15ml珍珠明目液（瓶） 481,500 454,324 30,374 -70.49 -74.01 849.78

六味地黄丸（瓶） 79,560 53,270 28,690 0.10 -48.06 1,095.42

河车大造胶囊（盒） 1,402,973 1,146,693 260,624 87.25 10.40 1,281.81

妇乐颗粒（盒） 108,990 108,173 29,091 -33.31 -35.62 2.89

心无忧（盒） 27,120 24,000 4,920 -50.62 -55.96 173.33

20ml百合固金口服液（盒） 97,920 75,748 23,905 762.88 -19.15 1,279.40

10ml百合固金口服液（盒） 88,320 71,613 16,707 20.13 -17.65

100ml复方鲜竹沥（盒） 280,200 197,782 119,529 26.73 -2.15 222.09

10ml复方鲜竹沥液（盒） 2,560,909 1,782,350 850,046 33.86 -14.88 1,089.09

6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盒）

312,640 281,280 31,360

8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盒）

468,100 431,300 36,800

（1）2015年公司销量较去年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公司主要产品珍珠明目滴眼液因生产线停产整顿

将近一年，而该产品停产整顿前库存较少，导致2015年度销量下滑，从而该产品销量较去年下降70%；另

外，公司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薄荷脑和薄荷素油受市场变化影响很大，致使该公

司2015年销售较上年下浮21%左右，这也是整个公司销售下降的又一原因。 详见以下明细：

产品名称 单位

2014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0ml珍珠明目滴

眼液

万瓶 501 2,119.02 161 668.11 -68%

15ml珍珠明目滴

眼液

万瓶 175 1,197.08 45 311.01 -74%

合计 676 3,316.10 206 979.12 -70%

薄荷素油 吨 104 1,214.99 60 956.29 -21%

合计 104 1,214.99 60 956.29 -21%

（2）公司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河车大造胶囊，成本较之前大幅增加的原因有3

个：a)子公司搬迁进新厂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原来增加2-3倍，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大幅增加，但产品

还未完全达到设计产能；b)由于新厂区地处郊区，为了稳定员工，较大幅度提升了子公司员工薪酬福利，

这是导致成本增加的又一重要原因；c)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也导致子公司该产品成本增加。

（3）公司在上述销售、成本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仍大量生产的原因一是河车大造胶囊属于公司主打

产品，尽管成本等因素不利，但仍有毛利空间，随着公司生产逐步正常，该产品利润会进一步增加，将会给

公司带来积极影响。二是河车大造胶囊属于独家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也是公司主力发展的产品之

一。

（4）公司存货较去年同期上涨的主要原因：

第一、天目药业临安制造中心因部分产品（妇乐颗粒、复方鲜竹沥液、百合口服液、心无忧等）GMP

认证到期，2016年开始GMP认证，为保证公司这些产品市场供应，公司于2015年年底加班加点生产了一

批成品导致库存增加了691.83万元，增长幅度达87.57%；

单位：万元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存货明细

科目

2014年 2015年 变化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1,291.57 1,544.21 252.64 19.56%

存货跌价准备 -618.76 -597.67

生产成本 113.83 353.17

库存商品 790.07 1,481.90 691.83 87.57%

存货总计 1,576.71 2,781.61 944.47 59.90%

第二、公司所属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薄荷脑和薄荷素油所需原材料受

市场波动影响很大，为有效控制成本，公司于2015年12月在这部分原材料价格低位适当增加了245.56万

元库存，增加幅度为15.82%；同时薄荷市场略有好转，公司加大了生产进度，产成品也增加了456.60万元，

增加幅度为185.95%。 单位：万元

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存货明细

科目

2014年 2015年 变化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1,552.25 1,797.81 245.56 15.82%

库存商品 245.55 702.15 456.60 185.95%

存货总计 1,797.80 2,499.96 702.16 39.06%

第三、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2014年正处于搬迁生产线调试和GMP认证阶段， 公司存货除了有

259.61万元原材料外，成品几乎没有，2015年GMP认证结束，公司恢复生产，到当年12月底，公司成品和

原材料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51.20%，成品增加了4391.03%。 单位：万元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存货明细

科目

2014年 2015年 变化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259.54 392.43 132.89 51.20%

库存商品 4.72 211.93 207.21 4391.03%

存货总计 264.26 604.36 340.10 128.70%

公司本期内大部分产品都在做GMP认证和生产线技术改造， 销售较上期下滑， 到本期第三季度末

GMP认证和生产线技术改造完成并恢复生产，为保证市场供应，公司加大了生产和增加了库存，根据国

家十二五规划和药品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公司的规划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同时将会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

三、对“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作如下补充：

（4）明目滴眼液生产线停产整顿有关情况说明

2015年度，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的

通知>》（国食药监安[2011]101号）的要求，公司需按时取得《药品GMP证书》以确保各项生产正常开

展。 2015年2月11日、13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停产改造风险的提示公告》及补充公告，披露了公司临

安厂区及黄山天目已全面停产改造；4月16日、2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实施GMP整体改造的公告》

及《关于实施GMP整体改造的更正公告》，披露了公司临安厂区、黄山天目及黄山薄荷的GMP整体改造

情况；明目滴眼液作为GMP改造进行停产改造。 明目滴眼液停产一定程度导致了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和

利润的下降。 因GMP改造，明目滴眼液生产线已停产整顿，本次行政处罚对明目滴眼液生产并无重大影

响。 同时，由于监管部门对明目滴眼液中添加硼酸、硼砂的行政处罚，公司在改造中更加重视生产安全质

量，对明目滴眼液生产线严格要求，终于顺利取得公司临安版块滴眼液剂型、西药片剂型GMP证书。

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线本身的技术改造已经完成，而且完全达到了药品质量标准和要求；公司已按照

监管部门对明目滴眼液有关整改要求完成整改，正在启动恢复生产中，截至目前产量和销量尚未恢复。

四、对“第十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39、销售费用作如下补充：

2014年度销售人员在报销冲减预提销售服务费时，冲减销售费用-工资金额为207万元，2014年度销

售人员实际工资为463.84万元，2015年度销售人员在报销时通过预提市场费用冲减预提销售服务费，实

际工资为444.41万元，实质上较上年下浮19.43万元，两年相差不大。

五、对“第十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49、现金流量表项目/（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作如下补充：

各项业务费用的发生额及现金支出明细如下：

费用明细 发生额 现金支出金额 差异额

差旅费 1,560,010.85 1,602,767.06 42,756.21

市场费用 5,521,940.04 9,995,601.14 4,473,661.10

业务宣传费 46,229.23 46,229.23 0.00

业务招待费 919675.17 1208970.50 289295.33

运输费 848169.99 848169.99 0.00

办公费 9,861.69 9,861.69 0.00

会议费 516,078.00 516,078.00 0.00

通讯费 106,317.75 106,317.75 0.00

招标费用 3,420.00 3,420.00 0.00

还往来借款 17,000,000.00 17,000,000.00

券商、审计咨询费用等 2,732,527.00 2,732,527.00

合计 9,531,702.72 34,069,942.36 24,538,239.64

支付的广告费、 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等业务费用支出3,407�万元与费用发生额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2015年度支付以前年度市场费用447万元；现金支出中包括1,700万元往来款；现金支出中包括券商、审

计咨询费用等费用273万元。

六、对“第十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6、在建工程/（1）在建工程情况作如下补充：

2015年8月前黄山市天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处于产品线调试和GMP认证期，鉴于上述情况，公司为

完成GMP认证所进行的试生产的产品公司在账务处理上先计入在建工程科目归集， 待GMP认证完成后

分别结转进入产成品科目，导致在建工程科目直接减少654.42万元，其中614.23万元转入产成品，3.19万

元转入管理费用-研发费。 另外有1,267.05万元属于在建工程项下子科目互转，不影响在建工程余额。

天目药业在建工程减少298.01万元， 其中58.79万元属超青项目GMP认证时在在建工程科目归集，

GMP认证完成后转入生产成本-在产品科目；239.22万元属于在建工程项下预付账款， 待收到发票后转

入在建工程项下装修项目。

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说明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在建工程变化说明

完工入库 271.42 由在建工程（试产产品）转入产成品

领用转费用 3.19 由在建工程（管理费用）转入管理费用-研发费

销售收入冲 338.23 由在建工程（试产产品）转入产成品，

零售业务冲 4.58 由在建工程（试产产品）转入产成品

小计 617.42 以上转入产成品的的产品，在当年均实现了销售

销售收入 342.81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完工入库 517.46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转制造费用 143.32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转辅助费用 213.25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转燃料动力 50.21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报告期在建工程同增减，最终对冲

小计 1,267.05 对在建工程当期发生额产生影响，对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无影响

转固定资产 37 实际由在建工程结转到固定资产，报告中汇总串了科目

合计 1,921.47

天目药业在建工程（超青项目）变化说明

试生产产品 58.79 由在建工程（试生产产品）转入生产成本（在产品）科目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天工商厦）变化说明

预付账款 239.22 在建工程子目内部互转，在建工程（预付账款）转入在建工程（装修项目）

总计 2,219.48

公司黄山天目医药生产产业园工程新厂区所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生产线以及辅助设施已于

2015年12月底完工， 主导产品河车大造胶囊、 六味地黄口服液等主要产品涉及的一期GMP认证已经完

成，并已正常生产经营。 剩余工程主要为丸剂、片剂、颗粒剂等产品的二期GMP认证工作，该认证工作目

前正在有序进行，计划于2016年12月底完成。截止目前投入金额占初始预算比例为70%，未完工的原因主

要为丸剂、片剂、颗粒剂产品申请GMP认证需要一个过程。 经减值测试，该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

七、对“第十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46、营业处支出作如下补充：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违约金、赔偿金及罚款支出明细如下：

明细 金额

证监会罚款支出 500,000.0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退回罚款 -300,000.00

国税扣款滞纳金 80,420.66

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罚款(百合固金口服液) 504,026.37

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罚款(珍珠明目滴眼液) 404,297.60

违反危化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罚款 3,000.00

2013年企业所得税罚款 56,416.27

车辆违章罚款 200.00

黄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丸药罚款 358,050.00

合计 1,606,410.90

营业外支出-其他支出项目427万元为黄山市天目有限公司退城入园相关的部分费用支出。 公司于

2013年1月收到黄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给予黄山天目搬迁综合补偿合计 6,042.98�万元， 款项用于

停工停业损失补偿和土地、房产及其附属设施补偿，上述情况已于《对公司2013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函

回复的公告》中披露说明。 上述427万元支出由该政府拆迁补补偿款中列支，同时增加营业外收入增加

427万元，实际不影响2015年度损益。

以上补充披露不影响2015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公司也将于同日披露《2015�年年度报告(修订)》

及其摘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