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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的研制、

生产与销售，属于医药生物制品业。我国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生产

集中度较高，从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和市场地位分析，该公司领

先于国内同行业生产厂家。 

 剔除钢材贸易因素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处于稳定状态，公司主营

业务毛利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强。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中有将近 40%的部分来自于国外地区，需要关注人民币

升值为公司对外贸易带来的商业风险。近两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仍然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流动比率和速动

比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显示出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偏低。公司利

息保障倍数较高，短期内公司违约风险较小。 

 天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 6 年，转股价修正条款设置一般，修正期

为转债的存续期；赎回条件条款设置一般，赎回价格较低，比较

特别的是该转债还设置了一个附加赎回条款；天药转债的回售期

开始于发行首日起满 3 个计息年度后，且回售条件较为苛刻，降

低了转债的回售条款的价值。 

 天药转债的纯债价值较低，为 90.87 元，债性保护较差。估计天

药转债的上市价格在 111-115 之间，申购工商银行的资金已经解

冻，市场资金比充裕，中签率会比较低，以 2.5%的 7 天回购利率

来算，申购收益率比较难覆盖资金成本，建议投资者谨慎使用借

入资金申购天药转债，如果上市后天药转债价格低于 106 元，建

议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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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基本面分析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的研制、生产与

销售，属于医药生物制品业。医药行业是我国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医药工业效益水平稳步改善，我国皮质激素药物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现

均居世界第一位，并且成为医药行业中出口支柱产品。我国目前皮质激

素类原料药年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1/3，其中 50%用于出口。由于

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我国皮质激素类原料药生产集中度较高，目前生

产皮质激素类原料药达到规模经济的厂商除了该公司外，主要有上海华

联制药有限公司和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从技术水平、生产规

模和市场地位分析，该公司领先于国内同行业其他生产厂家。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处于稳定状态，剔除钢材贸易因素，2004 年公司主

营产品皮质激素类原料药、制剂和其他中间体取得的收入较上年增长

-4.94%，2005 年较上年增长 4.16%，基本保持稳定。受主要产品价格

下降的影响，2006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比有所减少，

但环比基本保持稳定。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有将近 40%的部分来自于

国外地区，今年以来人民币价加速升值，会对主营业务收入产生不利影

响，因此需要关注人民币升值为公司对外贸易带来的商业风险。公司的

主营业务毛利率 03-05 年分别为 26.29%、19.69%和 27.71%，2006
年中报显示 06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7.97%，在近三年来皮质

激素类原料药产品价格逐年下降、化工原料和能源等价格上升带来成本

增加的各种不利因素下，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显示

出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强。目前该公司拥有的主要专有技术包括：地塞米

松系列产品新工艺、氟轻松、曲安奈德生产新工艺、倍它米松生产新工

艺、霉菌氧化物新工艺、泼尼松生产新工艺、曲安西龙生产新工艺、利

用 3028 经过生物工程法生产 3029 的生产工艺技术。该公司还拥有“原

丁酸三乙酯的制备工艺”专利一项，并且在 2005 年度，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申请“皮质激素类药物中间体脱氢物的分离

生产工艺方法”等八项专利以及“对雄甾类化合物进行 17 位接侧链的

制备方法”等八项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签发《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公司最近三年未发行债券，且最近三年银行借款均按期还本付息。公司

03-05 年度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9.92%、35.37%、46.44%，2006 年

中报公布的资产负债率为 50.83%，可以看出近两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仍然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截止到 2006 年 6 月医

药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 51.97%）。公司 06 年中报披露的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08 和 0.53，均处于较低水平，显示出公司的短期

偿债能力偏低，利息保障倍数为 3.63，说明公司短期内偿还利息的能

力较高，违约风险较小。公司发行转债后将会进一步恶化公司的负债率，

预计将达到 58.26%，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天药转债投资价值分析报告                                 

请参阅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未经渤海证券同意，不得抄袭或剪辑本文资料。 
 

2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500 吨激素

类原料药中间体项目。本项目以从植物油精炼后的副产品中提取的

3028 为原料，经过生物发酵生产 3029 的生产工艺路线，替代国内普

遍采用的皂素—皮质激素的工艺路线。该技术一方面解决了原料的替代

问题，改变了我国皮质激素类原料药长期依赖单一原料的局面，另一方

面也优化了工艺路线，缩短了化学反应步骤。项目建设期为 2 年，总投

资 45800 万元，年均投资利润率 15.8%，财务内部收益率 14.1%。发

行转债募集资金后本项目仍有 2300 万元的投资缺口，公司以自有资金

先期投入项目建设，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投入在建工程

2847.74 万元。若该项目建完投产后能有效降低和稳定公司的主要产品

的成本，有效地增加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总的来说公司成长比较稳定，目前市盈率低于医药行业的平均水平，股

价估值较为合理。公司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拓展业务空间，从目前

主要生产皮质激素类原料药向上游中间体和原料、下游制剂发展，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项目建设，公司的筹资渠道较为

单一，主要靠自筹资金和银行短期借款，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但是资金的长期需求依然较大，而

转股价设置合理，因此，可以预计天药转债在存续期股性增强的可能性

较大。 

2 转债条款分析 

表 1：天药转债条款汇总 

发行日 到期日 发行期限 转股期限 转股起始日 发行规模 

2006-10-25 2012-10-25 6 年 5.5 年 2007-4-25 3.9 亿 

票面利率 1.52%/1.83%/2.24%/2.55%/2.75%/2.85% 

初始转股价 
4.35 元，以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基础上浮 1%和前一交易日

均价二者之间的较高者 

转股价   

格调整 

因送红股、派息、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

本）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调整转股价 

修正条件 
可转债存续期内，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累计 10 个交易日收盘价不

高于当时转股价的 80% 转股价格  

修正条款 

修正价格 
不得低于关于修正转股价格的股东大会召开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赎回条件 
转股期内，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至少 20 个交易日不

低于当期执行的转股价格的 130% 有条件赎回

赎回价格 转债面值的 103%（含当期利息） 

到期赎回 到期后按面值赎回（不含当年利息） 

赎回条件 
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少于 3000 万元而被停止交易后至可转

债到期日前 

赎回条款 

附加赎回 

赎回价格 转债面值加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当年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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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售期 自发行首日起满 3个计息年度后的任一计息年度中 

回售条件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至少20个交易日收盘价不高于

当期转股价的 70% 有条件回售

回售价格 转债面值的 103%（含当期利息） 

回售条件 改变资金募集用途 

回售条款 

附加回售 
回售价格 转债面值的 103%（含当期利息） 

申购日 2006.10.25 资金解冻日 2006.10.30 资信等级 AA 担保人
天津市商业银行、北方国

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公司转债募集说明书，渤海证券研究所 

天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4.35 元，转债全部转股后增加流通股股本

约 8965.5172 万股，总股本扩张 19.98%，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本扩

张 45.04%，可转债的转股对公司总股本的摊薄效用有限，对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的摊薄作用较大。 

天药转债的发行期限为 6 年，采用递增式的票面利率设置，按条款的设

计转债到期时，不考虑时间价值债券面值和利息总和为 113.74 元，票

面利息相对较高。现阶段交易所剩余期限在 6 年左右的企业债的参考收

益率平均水平为 4.0%，以此为折现率算出天药转债的纯债价值为 90.87
元。总的来说，纯债价值较低，为天药转债提供的债性保护较弱。 

天药转债的转股价修正条款设置一般，修正期为转债的存续期，因转股

价的向下修正需要得到股东大会 2/3 的通过，因此实施难度较大。该转

债的赎回期为转股期，赎回条件条款设置一般，赎回价格较低，仅为

103 元（含当期利息）。比较特别的是该转债还设置了一个附加赎回条

款，即在转债流通面值低于 3000 万元而被停止交易后至可转债到期日

前，公司有权赎回全部未转股转债，赎回价格为转债面值加按票面利率

计算的当年利息。该转债的回售期开始于自发行首日起满 3个计息年度

后的任一计息年度中，即转债发行满 3年后才进入回售期，而且触发回

售条款的条件比较苛刻，为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至少 20 个

交易日收盘价不高于当期转股价的 70%，回售价格相对较低，为转债面

值的 103%（含当期利息），回售条款价值较低。根据转债发行条例的规

定，公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时赋予转债投资人一次回售机会，回收价格

为转债面值的 103%（含当期利息）。 

总的来说，天药转债的纯债价值较低，转股价修正条款和赎回条款设置

一般，而回售条款较为苛刻，回售期相对较短且回售价格一般，对转债

投资者较为不利，对转债发行人有利，可以充分保证项目资金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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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价值及申购策略分析 

天药转债的纯债价值为 90.87 元，天药转债正股的历史波动率为

47.71%，用 B-S 模型计算其期权价值约为 45.59 元，据此计算出天药

转债的理论价值大约为 136.46 元，考虑到转债市场价格较理论价值折

价的因素，我们以 15%的折价率估计天药转债的市场价格大概在

115-117 之间。 

以 10 月 23 日收盘价 4.24 元计算，天药转债的转换价值为 97.47 元，

市场上转换价值与天药转债相近的有凯诺转债、柳化转债、创业转债、

海化转债和首钢转债，这些转债的平均转股溢价率为 14.51%，据此我

们可以估算出天药转债的市场价值为 111.61 元。最近一期新发行的转

债为招商转债，于 9 月 11 日上市，上市当日的纯债溢价率和转股溢价

率分别为 31.45%和 11.68%，据此来估算天药转债的市场价格分别为

119.45 元和 108.85 元。从转债的条款来看，天药转债债性保护较差，

回售锁定期限长且回售条件较为苛刻，但是鉴于目前转债资源较为稀

缺，投资者投资热情较高，我们估计天药转债的市场价格大概在 111 元

-115 元之间。 

表 2：部分转债的转换价值与转股溢价（10 月 20 日） 
转债名称 凯诺 柳化 创业 海化 首钢 均值 
转换价值 101.81 98.58 98.19 92.17 96.3 97.41 

转股溢价 12.34% 13.95% 13.39% 18.46% 14.41% 14.51%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公司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

数量为其在募集说明书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06 年 10 月 24 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份数乘以 0.5 元（即每股配售 0.5 元面值的债券），

再按 1000 元 1 手转换为手数，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

整。公司股东认购后的剩余额度以网下发行的方式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发

售。对于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而言，当前交易所市场的 7 天回购利

率在 2.5%附近，按转债上市后 11%的涨幅来说，根据 40%的定金，要

想使收支平衡，中签率至少保证在 0.18%。工行刚刚发行完毕，发行时

冻结资金 8000 多亿，且标志着市场资金充裕程度的 7 日回购利率比较

平稳，显示出市场资金比较充足，现工行申购资金已经解冻，而且在

10 月 30 日（天药转债申购资金解冻日）之前不会有新股发行，因此市

场资金相当充裕；另一方面 9 月份招商转债的网下配售总额为 2.046
亿，其中签率仅为 0.14%，除去股东优先认购的部分，预计天药转债用

于网下配售的总额不超过 2.6 亿元，与招商转债相当，参考招商转债的

中签率估计天药转债的中签率会比较低，预计在 0.14%-0.18%，很难

覆盖资金成本，因此建议投资者谨慎利用借入资金来进行天药转债的申

购。上市以后若天药转债的价格低于 105 元，建议投资者在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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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表 3：2006 年转债发行上市数据一览 
 华发 柳化 凯诺 招商局 均值 

发行规模(亿元) 4.3 3.07 4.3 15.1 6.69 

网上中签率 3.0473% 3.9944% 1.0434% NA 2.6950% 

网下配售比例 NA NA 1.0433% 0.14% 0.5917% 

上市首日涨幅 10.5% 7.92% 9.62% 22% 12.51% 

申购收益率 0.32% 0.3164% 0.1004% 0.031% 0.1920%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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