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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一科技 股票代码 0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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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艳丽 陈敏

电话 0731-88913276/021-58360092 0731-88913276

传真 021-58360818 0731-88913276

电子信箱 ir@jfzhiyao.com ir@jfzhiya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57,430,013.44 1,419,410,879.10 1,419,410,879.10 37.90% 943,802,695.18 943,802,69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251,029,269.98 135,213,998.14 135,213,998.14 85.65% 149,682,910.79 149,682,9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41,072,298.09 160,945,649.84 160,945,649.84 49.78% 91,601,289.41 91,601,28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205,930,470.22 -26,472,936.06 -26,472,936.06 - 106,014,847.30 106,014,84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29 0.29 89.66% 1.04 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29 0.29 89.66% 1.04 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6% 20.56% 20.56% 6.20% 50.12% 50.12%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913,798,505.39 1,233,455,027.80 1,233,455,027.80 55.16% 749,496,914.15 749,496,91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981,188,433.35 775,403,666.51 775,403,666.51 26.54% 527,689,668.37 527,689,6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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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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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湘武 境内自然人 19.83%

146,481,

802

146,481,802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9.41%

143,352,

870

0

刘华 境内自然人 4.18% 30,835,453 30,835,453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4.18% 30,835,453 30,835,453

李彤 境内自然人 4.18% 30,835,453 30,835,453

张慧 境内自然人 4.18% 30,835,453 30,835,453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4.18% 30,835,453 30,835,453

维梧百通投资

管理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4% 23,904,179 23,904,179

南海成长精选

（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0% 23,595,825 23,595,825

维梧睿璟投资

管理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3% 18,656,789 18,656,7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叶湘武、张慧、叶高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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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脱胎换骨的一年，公司完成了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景峰制药100%股

份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业务成功实现了由泵类业务和电气产品业务向医药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

转变。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心脑血管复方制剂市场及骨科关节腔注射用凝胶市场快速增长的机遇，

并逐渐拓展心脑血管口服药、妇科用药、止痛用药等领域产品市场，主营业务保持了快速增长，2014年公

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5,168.8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1%；实现营业利润29,359.12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49.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5,102.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65%。

公司秉承“景峰制药，不仅仅提供优质产品……”的独特价值主张，以“让病人获得优质产品、让客户

享受优质服务、让员工提升能力并实现自我价值、让股东获得持续稳定回报，最终实现美好景峰、幸福景

峰”为企业使命，致力于将景峰制药建设成为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集研发、生产和销

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制药企业。 同时，公司也正积极探索外延式并购的发展途径。

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情况如下：

（1）业务营销方面

公司在市场准入、销售渠道、学术及品牌营销、财务结算统一控制的前提下，终端销售采取充分资源

整合的涵盖自营、外包和代理的混合型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自身销售团队的建设，加强了销

售终端的管控能力，使专业学术推广更具有针对性，为产品销量提升和产品盈利能力提高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产品进入医保目录、新农合目录等市场准入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产

品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共计进入26个省医保目录，20个省新农合目录，玻璃酸钠注射液为国家医保（乙类）

产品，合计进入19个省新农合目录，心脑宁胶囊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合计进入11个省新农合目录。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现有医院的深度学术开发与新开发医院的学术推广，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参芎葡

萄糖注射液累计覆盖医院数逾6,000家，玻璃酸钠注射液累计覆盖医院数超过3,000家。

（2）药物研发方面

公司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一贯重视对产品开发的投入和自身研发综合实力的提高，并确定了

明确的技术创新战略，着重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不断提高产品、工艺等的科技含量。 2014年

公司研发投入6,195.4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3.17%。

公司积极与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Carbylan�

BioSurgery、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建立深度的合作关

系，为公司产品研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支持。 此外，公司还充实了自己研发团队，建立了国内先进的

纳米注射乳剂研发平台和预充填注射剂生产线平台。

公司主要在研产品情况如下：

产品领域 主要产品（注） 研发进度 备注

心脑血管

黄芪甲苷葡萄糖注射液 已报生产

用于冠心病治疗，国家一类新药，独家心脑血管注射

剂

替罗非班注射液（100ml、

50ml）

已报生产

与肝素联用的抗凝药，用于不稳定性心绞痛、心肌梗

死等疾病产品

法舒地尔注射液 已报生产 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症状改善类产品

缬沙坦氨氯地平片 已报生产 复方降压药

前列地尔微乳注射液 临床前研究 心脑血管微循环障碍改善类产品，独家剂型

JZC14 临床前研究 一种人工合成的多糖。 溶栓及抗栓产品

骨科

HA1 临床前研究

骨关节炎长效预防及治疗产品，国家一类新药，玻璃

酸钠新技术产品

HA2 临床前研究

骨关节炎长效治疗产品，国家一类新药，玻璃酸钠升

级产品

防粘连 聚乳酸凝胶 临床前研究

预防术后粘连的新型材料，独家产品，广泛用于外

科、妇科等手术

抗病毒 恩替卡韦片 已报生产 乙肝治疗药物

过敏性哮喘

AAFP注（重组人免疫球蛋白和

Fc融合蛋白注射液）

已报临床

治疗哮喘。 不仅取得中国专利，还取得美国、澳大利

亚、日本专利。 生物制品一类新药。

其它 HA发酵原料 已报生产 HA系列产品的原料

注：AAFP由景峰制药目前持股50%的上海科新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2014年3月，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了公司黄芪甲苷项目报生产资料，并完成了项目工艺质

量研究、药理毒理研究、临床试验基地的现场核查，2014年6月，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完成该产品的标准

复核，2014年底该项目报生产资料寄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确定按特殊审批品种审评。

2014年公司新增申请专利32项，其中发明专利24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专利124项，其中发明

专利98项。

（3）生产及质量管理方面

2014年，公司按新版GMP�的要求，完成了工艺技术文件、操作规程、批生产记录等软件升级修订和

硬件改造工作，年内顺利完成了上海原料药（玻璃酸钠）、酊剂（外用）生产线、贵州固体制剂（含提取）

生产线，海南小容量注射剂（三车间，抗肿瘤类）、原料药（盐酸伊立替康）生产线的新版GMP认证。

在质量控制方面，公司生产部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纪律、卫生规范等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管

理，各生产车间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同时由质量事务部对关键生产环节的原料、中间产品、半

成品、产成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检验。 通过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影响产品质量的所有因素进行管理，

从而对产品的质量提供全面有效的保证，确保了产品质量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

（4）战略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医药行业的整合机会，紧密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加力产品并购，以及上下游的

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的收购，加大了对化药原料药生产厂商海门慧聚

药业有限公司的投资占比，使得公司在布局化学药战略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随着国家政策鼓励民营资

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公司在此方向也有所规划，将充分发挥医院的专家基础和管理能力，积极地参与医

疗服务领域的发展机会。 目前公司完成了对成都金沙医院有限公司的收购，向医疗服务领域迈出了第一

步。

2014年，公司获得的主要荣誉有：

景峰制药获得国家安全生产质量总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表转化二级企业认证；

景峰制药被评为 “2012-2013年度合同信用等级为AAA级” ；

景峰制药顺利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年度监督审核；

景峰制药荣获“建行杯第五届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百佳诚信缴交企业”光荣称号；

景诚制药产品获得贵州民营企业特色品牌产品称号；

景诚制药心脑宁胶囊获得贵州省优秀专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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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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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

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5,870,000.00 -15,87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870,000.00 15,870,000.00

本报告期公司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外，其他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②会计估计变更

由于本公司2014年度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及股权结构等发生全面变

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以及财政部会计司财会便（2009）17号《关于

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等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

购买，为使提供的财务信息能更真实、可靠地反映经济运营状况，本公司决定建立新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即采用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制药” ）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同时变更本公司原

有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公司重组完成后，主要采用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的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

况如下：

I、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1）变更前：

期末余额达到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上的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项为单

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2）变更后：

单项金额100万以上的视为重大应收款项。

II、应收账款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1）变更前：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3 3

1-2年 10 10

2-3年 30 3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2）变更后：

（1）按账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 5

1－2年 15 15

2－3年 30 30

3－4年 50 50

4－5年 75 75

5年以上 100 100

（2）按性质：

组合名称 方法说明

纳入合并范围的内部往来 按其性质，发生坏账的可能性非常小，不予计提坏账

III、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率和年折旧率：

1）变更前：

类别 预计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40 4 2.4

机器设备 14 4 6.86

电子设备 10 4 9.6

运输设备 8-10 4 9.6-12

2）变更后：

类别 预计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5 4.75

机器设备 10 5 9.5

电子设备 3-5 5 31.67-19

运输设备 10 5 9.5

其他设备 5-10 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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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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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1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构

成反向购买，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2014年11月27日巨潮资讯网公告《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随之改变，景峰制药变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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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8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年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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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年会），会议于2015年1月26日上午9：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

广场30楼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10人，董事魏泽春先生、罗丽女士因工作等原因以通讯方式进行

表决，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叶湘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1、《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4、《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5、《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在重大资产重组注入医药资产之前，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

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5,697.09万元、-6,079.58万元及336.91万元， 近三年未实

施过分红。

至本报告期末的2014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为-47,570.15万元。由

于存在未弥补亏损，2014年度公司不向股东实施分红，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6、《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7、《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8、《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4年度审计工作中，能够恪尽职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相关审计意见客观和公正。 公司拟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2015年度审计机构，并根据审计机构的工作量和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报酬。

9、《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10、《关于201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11、《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公司拟将公司名称由“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经工

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公司证券简称由“天一科技”变更为“景峰医药”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为保证

上述工作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12、《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13、《关于收购资产的议案》（详见同日2015-010公告）。

上述第2、3、4、5、6、8、10、11、12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将另行通

知；本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蒋民生先生、李泉源先生、李刚先生（欧阳艳丽女士

代）2014年度述职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陈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陈敏女士简历如下：1979年出生，本科，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证券专员、

董秘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陈敏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敏女士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传真： 0731-88913276

电子信箱：ir@jfzhiyao.com.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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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53%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自筹资金以受让股

权加增资的一揽子方式取得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53%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制药” ）自筹资金以受让股权加增资的一

揽子方式取得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泽药业” ）53%股权，合计投资人民币4.77亿元。交易

完成后持有德泽药业53%股权。 以此计算，交易完成以后德泽药业的整体估值为9亿元。

2015年1月26日，景峰制药与德泽药业股东浙江德清弘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

琪投资” ）、浙江德清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慧君投资” ），以及德泽药业实际控制

人谢恬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本次交易完成后，景峰制药将控股德泽药业，并通过其间接控股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港药业” ）和杭州金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桂医药” ）。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我国抗肿瘤

植物药及治疗性乳剂产业化摇篮———金港药业整合进入公司产业平台，其目前拥有年生产能力15,000万

支的小容量注射液车间及年生产能力1,458万支的口服液车间，通过国家GMP认证，生产设备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金港药业拥有的国家注册品种榄香烯注射液、榄香烯口服乳是独家生产的中国原研专利药、国家抗

肿瘤新药，已进入全国医保用药目录，属于国家“九五” 、“十五” 、“十一五” 攻关项目，是经循征医学评

价证实对肺癌、肝癌、脑瘤、鼻咽癌、食管癌、胃癌、骨转移癌、白血病、癌性胸腹水等恶性肿瘤安全有效的

抗肿瘤植物药。

金港药业拥有以谢恬博士为首的研发团队，其目前担任金港药业首席专家、总工程师。谢恬博士主持

的榄香烯系列抗肿瘤植物药研发及临床应用等项目于2008年荣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于

2009年荣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于201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4年

谢恬博士获得“吴阶平医学奖（医药创新奖）” ，其发明专利“榄香烯静脉乳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0810126416.2）”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指标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德泽药业股东弘琪投资和慧君投资，以及德泽药业实际控制人谢恬。 本次交易前弘琪投

资和慧君投资分别持有德泽药业75.184万元和79.516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分别为48.60%和51.40%。

弘琪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德清弘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德清县武康镇东苑新村65幢91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邵炜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521000101980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合伙人 邵炜、邱君焕

慧君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德清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德清县武康镇东苑新村65幢91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谢慧芬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521000101971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合伙人 谢惠芬、邵锦耀

根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弘琪投资和慧君投资系谢恬能够实施重大影响的境内有限合伙企业。 谢

恬系德泽药业、金港药业和金桂医药的实际控制人，其个人简介如下：

谢恬先生，中国国籍，1961年出生，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级高工，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恬博士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科技节评审专家，担任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

药学会常务理事、肿瘤分会副主任、中成药分会副主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常务理事、中药学专业副主任。 谢恬博士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大连市政府特聘专家、大连市优秀专

家。 2012年谢恬博士等专家完成的“榄香烯脂质体系列靶向抗癌天然药物产业化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金港榄香烯2013年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 2014年谢恬博士获得“吴阶平医学

奖（医药创新奖）” ，其发明专利“榄香烯静脉乳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810126416.2）” 荣获中

国专利优秀奖。 谢恬博士现任金港药业首席专家、总工程师。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德泽药业53.00%股权， 包括受让弘琪投资持有的66.42万元注册资本以及直接增资

的38.94万元注册资本。 景峰制药该项受让股权并增资交易已取得德泽药业其他股东的同意并放弃优先

权。

景峰制药从弘琪投资受让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德泽药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迎宾路7号

法定代表人 谢慧香

注册资本 154.70万元

成立时间 1998年7月1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213000035836

经营范围

原料药、输液生产；房屋出租（限自有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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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泽药业的控股子公司为金港药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承恩街8号

法定代表人 魏晓英

注册资本 888.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2年12月03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200400030419

经营范围

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抗肿瘤药）、合剂、口服乳剂（抗肿瘤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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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德泽药业和养生堂（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养生堂” ）分别持有金港药业71.62%和

28.38%的股权。 根据本次交易协议安排，香港养生堂将向德泽药业转让其持有的金港药业28.38%股权并

于2015年2月28日前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使得金港药业成为德泽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金港药业的全资子公司为金桂医药，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金桂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北楼501-2

法定代表人 魏晓英

注册资本 598.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0年06月21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106000139155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医药，生物化工制品，食品的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医药科技信息

的咨询；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碱性蛋白酶、蛋白水解酶的批发及

进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

专项管理的商品，涉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泽药业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后的股权关系如下（假定香港养生堂

28.38%股权已经完成）：

（二）主要经营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控制德泽药业、金港药业和金桂医药（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的完整业务

体系，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1、主营业务介绍

标的公司致力于抗肿瘤植物药及治疗性乳剂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生产范围包括小容量注射剂（抗肿

瘤药）、合剂与口服乳剂（抗肿瘤药）、原料药（榄香烯）等，是我国抗肿瘤植物药及治疗性乳剂产业化摇

篮。 标的公司现有年生产能力15,000万支的小容量注射液车间及年生产能力1,458万支的口服液车间，

通过国家GMP认证，生产设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公司拥有的国家注册品种榄香烯注射液、榄香烯口服乳是独家生产的中国原研专利药、国家抗肿瘤

新药，已进入全国医保用药目录，属于国家“九五” 、“十五” 、“十一五” 攻关项目，是经循征医学评价证

实对肺癌、肝癌、脑瘤、鼻咽癌、食管癌、胃癌、骨转移癌、白血病、癌性胸腹水等恶性肿瘤安全有效的抗肿

瘤植物药。

金港药业拥有以谢恬博士为首的研发团队，其目前担任金港药业首席专家、总工程师。谢恬博士主持

的榄香烯系列抗肿瘤植物药研发及临床应用等项目于2008年荣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于

2009年荣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于201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4年

谢恬博士获得“吴阶平医学奖（医药创新奖）” ，其发明专利“榄香烯静脉乳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0810126416.2）”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主营产品介绍

标的公司主要在产产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药品分类 批准文号

是否列入国家或

者省医保

是否纳入

基本药物

目录

是否属于

OTC或处

方药

是否进入

新农合

产品所属

公司

榄香烯注射液 化药

国药准字

H10960114

国药准字

H10960115

是（西医乙类） 否 处方药 8个省份 金港药业

榄香烯口服乳 化药

国药准字

H20010337

国药准字

H20010338

是（西医乙类） 否 处方药 内蒙 金港药业

血康口服液 中成药

国药准字

Z21021029

否 否 处方药 否 金港药业

精苓口服液 保健药

国药准字

B20020513

否 否 处方药 否 金港药业

其中，榄香烯注射液和榄香烯口服乳为标的公司的核心产品。

（1）榄香烯注射液

榄香烯脂质体注射液（国药准字：H10960114）是从姜科植物温郁金中提取的抗癌有效成分的单方

制剂，剂型为20ml:100mg的小容量注射液，主要成分为β-榄香烯，并有少量的γ、δ-榄香烯。 与中药

抗肿瘤药物相比，榄香烯注射液具有分子式和分子量明确，作用机理明确的优势。 其分子式：C15H24，分

子量：204.35，主要生物学活性为降低肿瘤细胞有丝分裂能力，诱发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药理实验表明，腹腔注射榄香烯乳对肿瘤细胞的DNA、RNA及蛋白质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该药还能

直接作用于细胞膜，使肿瘤细胞破裂，可以改变和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诱发和促进机体对肿瘤细胞

的免疫反应。 本品结构与紫杉类抗肿瘤植物药类似，但无毒性基团，分子量只有紫杉醇的1/4,80%经过肺

脏代谢，能通过血脑屏障，并渗透到骨组织，适应症广，用法多。 本品合并放化疗对肺癌、肝癌、鼻咽癌、骨

转移癌、脑瘤等恶性肿瘤具有增强疗效，降低毒副作用；同时可以用于介入、腔内以及癌性胸腹水的治疗，

目前该产品属国家医保西药乙类，已进入8个省的新农合招标采购目录

（2）榄香烯口服乳

榄香烯口服乳（国药准字：H20010338）是从姜科植物温郁金中提取的抗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榄

香烯脂质体口服乳跟所有的抗肿瘤口服剂型相比是目前唯一脂质体剂型的口服抗肿瘤药物， 规格为

20ml:200mg，主要成分为β-榄香烯，并有少量的γ、δ-榄香烯。 榄香烯口服乳具有分子式和分子量明

确，作用机理明确的优势，其分子式：C15H24，分子量：204.35，主要生物学活性为降低肿瘤细胞有丝分裂

能力，诱发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本品用于胃癌、食管癌、贲门癌、肠癌等消化道肿瘤的治

疗，以及消化道、呼吸道、妇科及头颈部肿瘤围手术期化疗，术后复发、转移的预防用药，并可用于各种胃

癌、食道癌、肠癌、肝癌等恶性肿瘤的癌前病变防治。目前该产品属国家医保西药乙类，已进入内蒙古的新

农合招标采购目录。

除了上述产品外，标的公司还拥有血康口服液和精苓口服液。血康口服液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

明显的调解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机体代谢，加速血浆复钙时间，促进血小板生成，升高血小板，改善血小板

形态，对原发性和继发性血小板减少症以及各种出血症疗效确切，使用方便；精苓口服液为独家产品，能

改善脑血液循环，增加脑细胞能量代谢，抗急性脑缺氧，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提高思维能力，增强

记忆力，集中注意力，减少多动、冲动，有补益心肾、养血调肝、健脑益智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多动

症、智力低下、注意力不集中、自闭症、孤独症等儿童智力结构缺陷症，并对对成人脑功能性退化、老年性

痴呆、血管性痴呆具有良好疗效。 血康口服液和精苓口服液为标的公司产品线的重要补充。

3、分产品销售情况

标的公司的对外销售终端产品主要为金港药业的榄香烯注射液、榄香烯口服乳、血康口服液和精苓

口服液，相关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4年1-10月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平均销售单价（元/

支/盒）

销售量

（万支&万盒）

销售收入

(万元）

1 榄香烯注射液 金港药业 99.32 145.77 14,477.89

2 榄香烯口服乳 金港药业 119.49 12.26 1,464.45

3 血康口服液 金港药业 57.65 3.90 225.05

4 精苓口服液 金港药业 68.60 5.91 405.50

合计 16,572.89

2013年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平均销售单价（元/

支/盒）

销售量

（万支&万盒）

销售收入

(万元）

1 榄香烯注射液 金港药业 98.22 161.34 15,846.90

2 榄香烯口服乳 金港药业 119.20 8.98 1,070.70

4 血康口服液 金港药业 55.84 3.48 194.50

4 精苓口服液 金港药业 48.73 12.35 601.69

合计 17,713.79

4、经营资质截至目前，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资质情况如下：

（1）药品注册证文号

序号 药品通用名 批准文号 有效期 持有人

1 榄香烯注射液 国药准字 H10960114 2016.9.29 金港药业

2 榄香烯注射液 国药准字 H10960115 2017.12.23 金港药业

3 榄香烯口服乳 国药准字 H20010337 2015.8.29 金港药业

4 榄香烯口服乳 国药准字 H20010338 2015.8.29 金港药业

5 血康口服液 国药准字 Z21021029 2015.8.29 金港药业

6 精苓口服液 国药准字 B20020513 2015.8.29 金港药业

7 脑心舒口服液 国药准字 Z21021027 2015.8.29 金港药业

8 五加参蛤蚧精 国药准字 Z21021028 2015.8.29 金港药业

9 氯化钾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801 2015.9.29 金港药业

10 维生素C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803 2015.9.29 金港药业

11 维生素C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804 2015.9.29 金港药业

12 呲拉西坦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3730 2015.9.29 金港药业

13 呲拉西坦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3731 2015.9.29 金港药业

14 复方氨林巴比妥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3926 2015.9.29 金港药业

15 维生素B1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95 2015.9.29 金港药业

16 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40 2015.9.29 金港药业

17 阿魏酸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55420 2015.9.29 金港药业

18 氨甲苯酸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35 2015.9.29 金港药业

19 氨甲苯酸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36 2015.9.29 金港药业

20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764 2015.9.29 金港药业

21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767 2015.9.29 金港药业

22 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58042 2015.9.29 金港药业

23 肌苷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765 2015.9.29 金港药业

24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45726 2015.9.29 金港药业

25 利巴韦林注射液 国药准字 H19993980 2015.9.29 金港药业

26 利福霉素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53169 2015.9.29 金港药业

27 三磷酸腺苷二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39 2015.9.29 金港药业

28 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46653 2015.9.29 金港药业

29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766 2015.9.29 金港药业

30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92 2015.9.29 金港药业

31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93 2015.9.29 金港药业

32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2312 2015.9.29 金港药业

33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2313 2015.9.29 金港药业

34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2314 2015.9.29 金港药业

35 氯化钙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799 2015.9.29 金港药业

36 氯化钙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800 2015.9.29 金港药业

37 氯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3059 2015.9.29 金港药业

38 氯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3060 2015.9.29 金港药业

39 灭菌注射用水 国药准字 H21021861 2015.9.29 金港药业

40 诺氟沙星注射液 国药准字 H10940178 2015.9.29 金港药业

41 葡萄糖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94 2015.9.29 金港药业

42 葡萄糖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42 2015.9.29 金港药业

43 氢化可的松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43 2015.9.29 金港药业

44 氢化可的松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1144 2015.9.29 金港药业

45 曲克芦丁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4115 2015.9.29 金港药业

46 碳酸氢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0802 2015.9.29 金港药业

47 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41277 2015.9.29 金港药业

48 盐酸林克霉素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1023062 2015.9.29 金港药业

49 榄香烯 国药准字H20020635 2015.9.29 德泽药业

（2）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证书名称 持有人 证号 颁发机构 有效期

药品生产许可证 金港药业 辽20100111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5/12/31

药品生产许可证 德泽药业 辽20100094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5/12/31

（3）GMP认证

序号 持有人 公司地址 认证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有效期至

1 金港药业

大连市金州区承恩

街8号

小容量注射剂（抗

肿瘤药）

CN2013049

0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8/12/22

2 金港药业

大连市金州区承恩

街8号

合剂、 口服乳剂

（抗肿瘤药）

辽J0237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5/12/31

5 德泽药业

大连市金州区承恩

街8号

原料药（榄香烯） 辽J0229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5/12/31

5、主要专利情况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类别

1 金港药业

榄香烯透皮剂及其制备方

法

ZL200810162235.5 2008.11.27 发明

2 德泽药业

榄香烯脂肪乳注射液及制

备方法

CN02155072 2002.12.18 发明

3 金港药业

一种神经阻滞注射液（尚

在诉讼中）

98114091.2 1998.6.17 发明

注：1、榄香烯透皮剂及其制备方法（ZL200810162235.5）”系金港药业与杭州师范大学共有；2、“一

种神经阻滞注射液（98114091.2）” 的涉诉情况详见本公告中“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该专利为一种

奈维利注射液，主要适用于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并关节腔积液、颈椎病、肩周炎、软组织

损伤、骨质增生、周围神经损伤等疾病的治疗。 目前，标的公司并未实际生产、销售该药品，前述诉讼对标

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未有实质影响。

谢恬已于协议中约定将包括倍半萜烯类注射剂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专利号：ZL02117086.X）、榄

香烯脂肪乳注射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810126415.8）、温郁金提取物脂肪乳注射剂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专利号：ZL200810126417.7）在内的与金港药业、德泽药业、金桂医药相关的全部知识产

权，于2015年2月28日前无偿过户至标的公司，确保标的公司完整拥有该等知识产权。 过户完成前，谢恬

承诺将该等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无偿授权给标的公司使用，授权期限自原相关授权协议生效日起

至该等知识产权过户至标的公司之日止，授权期限内任何第三方无权使用该等知识产权，出现任何第三

方侵权行为时标的公司有权直接向该等第三方主张停止侵权及损害赔偿，谢恬将全力支持标的公司的权

利主张；此外，谢恬承诺其拥有的榄香烯静脉乳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810126416.2）、一种榄

香烯微乳（专利号：ZL201010114096.6）两项专利也将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无偿授权给标的公司使用，授

权期限自原相关授权协议生效日起至该等知识产权有效期界满。

（三）主要资产、负债状况及对外担保情况

1、主要资产状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10月31日，

德泽药业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26,743.68万元，流动资产为18,690.32万元，非流动资产为8,053.36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固定资产主要为厂房、设备及相关配套设施，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其他无形

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2、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10月31日，德泽药业合并报表负债总额为7,356.32万元，主要为其他

应付款、应交税费、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等。

3、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目前，德泽药业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目前，金港药业与大连宋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存在一起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金港药业与大连宋成药

物开发有限公司曾签订《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转让标的为“一种神经阻滞注射液” 药品专利权及

该药品的《药物临床研究批件》，该专利对应标的公司账面原值160.00万元，已摊销100.00万元。 2013年

12月12日大连宋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起诉金港药业违约，要求解除《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2014年

5月20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2014）大民四初字第1号》：解除双方签订的《技术转让

（专利权） 合同》， 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将 “一种神经阻滞注射液” 的专利权 （专利号：

ZL98114091.2）（奈维利）返还大连宋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宋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归还160万等。

后华立金港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此案现仍在审理过程之中。

“一种神经阻滞注射液”为一种奈维利注射液，主要适用于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并

关节腔积液、颈椎病、肩周炎、软组织损伤、骨质增生、周围神经损伤等疾病的治疗。目前，标的公司并未实

际生产、销售该药品，前述诉讼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未有实质影响。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信息摘要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贵报字[2015]第40002号审计报告，德泽药业最近一年一期的合并财务报告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0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9,403.33 6,919.78

资产总额 26,743.68 22,452.55

负债总额 7,356.32 4,612.86

净资产 19,387.36 17,839.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6,510.09 13,964.20

项目 2014年1-10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16,572.89 17,768.86

营业利润 4,383.86 5,379.39

利润总额 4,295.53 5,580.87

净利润 3,133.76 4,398.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49.62 3,63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6.17 1,955.85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5]第101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并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报告，德泽药业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92,939.38万元，较母公司

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80,877.41万元，增值率670.52%，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评估

增值76,429.29万元，增值率462.92%。

本次评估结果较账面净资产增值率较大的原因为：标的公司拥有的榄香烯注射液、榄香烯口服乳是

其独家生产的中国原研专利药、国家抗肿瘤新药，已进入全国医保用药目录，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标的公司具有较好的持续发展和获利能力。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景峰制药以受让股权加增资的一揽子方式取得德泽药业53%股权，合计投资人民币4.77亿元，交易完

成后持有德泽药业53%股权。 以此计算，交易完成以后德泽药业的整体投资估值为9亿元。

（一）股权转让

1、股权转让及价款

景峰制药以现金37,545.00万元受让弘琪投资持有的德泽药业42.93%股权。

2、支付安排

（1）第一期：不迟于2015年1月31日，向弘琪投资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5,000万元；（2）第二期：

在德泽药业完成前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的前提下，不迟于2015年2月17日，向弘琪投资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价款10,000万元；（3）第三期：在德泽药业完成前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且标的公司无偿取得谢恬

个人持有的部分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前提下（以相关知识产权过户为准，相关知识产权过户前由谢恬无偿

授权标的公司使用），不迟于2015年3月20日，向弘琪投资支付全部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3、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在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工商局提交股权变更及董事监事总经理变更申请，并尽快在最短时间

内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二）增资

1、增资安排

在受让德泽药业42.93%股权后，景峰制药再以现金向德泽药业合计增资10,155.00万元，增加其注册

资本38.94万元，10,116.06万元作为德泽药业资本公积。德泽药业本轮增资完成后（含景峰制药及其他方

对其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198.80万元， 景峰制药合计持有其出资额105.36万元， 持有股权比例为

53.00%。

2、款项缴付

在德泽药业受让香港养生堂持有金港药业28.38%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提下，不迟于2015年3月

20日，景峰制药向德泽药业支付全部增资款10,155.00万元。

3、工商变更

在德泽药业办理完毕42.93%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增资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全

套文件提交德泽药业增资的工商变更申请，并尽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三）过渡期和滚存利润安排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景峰制药成为德泽药业工商登记股东之日止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相关方应保证

标的公司应正常开展其全部业务；景峰制药有权向标的公司派驻人员，监督标的公司在过渡期的经营管

理，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向标的公司销售业务提供协助；过渡期截止日，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等事项

的管理和决策权移交给景峰制药，并将标的公司的所有印章移交给景峰制药。

对于德泽药业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包括过往年度形成的滚存利润），由股权转让和增资后的新老股

东按股权比例共享；德泽药业的债权、债务自动延续，由股权转让和增资后的新老股东按股权比例间接享

有或承担。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或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陈述、保证或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2．如因一方或多方原因导致本次德泽药业股权转让及增资未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或

金港药业28.38%股权转让未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亿元的赔偿金。

（六）交易定价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5]第101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德泽药业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92,

939.38万元。

本次交易参考德泽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评估值，由交易方协商确定，景峰制药以受

让股权加增资的一揽子方式取得德泽药业53%股权，合计投资人民币4.77亿元。 交易完成后通过持有德

泽药业53%股权。 以此计算，交易完成以后德泽药业的整体投资估值为9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参考德泽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

产价值）评估值，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在满足景峰制药控股并合并标的公司的基础上， 景峰制药同意标的公司继续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

营，保留标的公司原有经营管理体系及必要的管理人员。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不产生新的持续关联交易，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公司通过并购扩充抗肿瘤产品和拓展相关市场的战略举措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生活环境、方式的变化，生存压力的增大及其他经济与环境因素的影

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恶性肿瘤死亡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 根据《201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10年城乡居民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构成中， 恶性肿瘤以26.33%及23.11%的比率分别居城乡居民疾病

死亡原因的首位；恶性肿瘤患病率已上升为2‰左右。近年来每年新增肿瘤患者约260万人，众多的肿瘤患

者形成了对抗肿瘤医药市场的巨大需求。 根据市场调研数据，抗肿瘤药物的销售规模近几年来一直稳步

增长，2012年达到了664.2亿元，同比增长了13.07%。 未来，抗肿瘤药物市场销售规模继续稳定增长，预计

到2017年，抗肿瘤药物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55.7亿元。

目前，我国抗肿瘤药物已发展到6�大类，180�多个品种，主要分为抗代谢药、植物来源的抗肿瘤药及

其衍生物类、抗肿瘤激素类、抗肿瘤抗生素、烷化剂、其他抗肿瘤药及辅助治疗药六大类，在上述六大类抗

肿瘤药品种中，植物来源的抗肿瘤药及其衍生物类市场占有率最高，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即为植物来源

的抗肿瘤药，所处行业市场空间较大。

景峰制药以“创新药为核心，首仿药为主流，简单仿制药为补充”作为企业的产品发展战略。 景峰制

药将主要产品市场定位于心脑血管领域、骨科领域和抗肿瘤及抗肿瘤辅助用药三大类别。 本次交易是公

司通过产业并购扩充抗肿瘤及抗肿瘤辅助用药产品、 强化抗肿瘤及抗肿瘤辅助用药市场的重要战略举

措。

2、本次交易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

（1）标的公司优质产品和景峰制药销售能力的强强联合将为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标的公司拥有榄香烯注射液、榄香烯口服乳两个独家生产的、已进入全国医保目录的、适用症广的中

国原研专利药和国家抗肿瘤新药，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而景峰制药管理团队具有多年

医药行业经验，在市场准入、销售渠道、学术及品牌营销等方面具有较强的销售资源整合能力，销售团队

在之前为浙江康莱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抗肿瘤药营销顾问服务中表现突出，竞争力强。截至2014年末，景

峰制药主要产品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共计进入26个省医保目录，20个省新农合目录， 玻璃酸钠注射液为国

家医保（乙类）产品，合计进入19个省新农合目录，心脑宁胶囊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合计进入11个省

新农合目录。景峰制药产品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累计覆盖医院数逾6,000家，玻璃酸钠注射液累计覆盖医院

数超过3,000家。标的公司目前产品进入新农合目录较少，且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和浙江的三级医院，医院

覆盖数量较低，标的公司的优质产品和景峰制药的销售竞争优势相结合，将为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创造

良好条件。

（2）标的公司研发团队和景峰制药研发平台的相互整合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研究开发实力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赢得了以谢恬博士为首的抗癌和脂质体药物研制专家团队的加盟，公司的原有

研发平台和资源也将能够与标的公司共享和整合，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实

力。

（3）标的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将在上市公司平台的支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了脂质体产业整合平台，标的公司拥有了上市平台的资金、资本运作等方面

的支持，为脂质体类产品的资源整合、脂质体类产品研发、脂质体类产品引进等创造了良好条件。 公司将

以金港药业为平台，“树立榄香烯行业领导地位，打造脂质体药物第一品牌” 。

本次收购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是公司现有业务的发展和延伸。本次收购项目的实施，将

有利于公司丰富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利用自身的优势对目标公

司进行整合，以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取得更好的销售业绩。

七、备查文件

1、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53%股权的独立意见

3、《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暨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

公司、杭州金桂医药有限公司收购协议》；

4、 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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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23日以通讯及书面方式通知召开第六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年会），会议于2015年1月26日上午9: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

广场30楼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推选陈唯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简历如下：

陈唯物先生，1960年出生，经济师。 历任人行湖南省分行农村金融处干部；农行湖南省分行企业信贷

处干部、社队信贷处干部、工商信贷处副科长、工业信贷处科长、农业信贷处科长、资产保全处科长；农行

株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债权管理部处长、处置办主任、业务管

理部处长、综合管理（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唯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4、《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度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1）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

2）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3）2014年，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运

作，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授权。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4）监事会通过检查公司财务报告及审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认为该审计报告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

5、《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在重大资产重组注入医药资产之前，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

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5,697.09万元、-6,079.58万元及336.91万元， 近三年未实

施过分红。

至本报告期末的2014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为-47,570.15万元。由

于存在未弥补亏损，2014年度公司不向股东实施分红，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6、《关于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报告的形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

章制度的贯彻执行。2014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情形发生。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自我评价报告不存在异议。

上述第2、3、4、5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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