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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特色普药企业 
                                  ——台城制药新股定价报告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公司一般情况  公司主营中成药和化学制剂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许丹青，持有 3105 万股，占发行后股本 31.05%，许

氏家族总共持有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67.5%。 

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从 2009 年至 2013 年营收持续保持增长，自 2

亿上升至 3.4 亿，年复合增速超过 14%，但是增速有放缓趋势。公司

净利润增速超过营收，从 2009 年的 2400 万上升至 2013 年超过 8000

万，年复合增速超过 35%，增速也有放缓趋势。公司整体毛利率由 2009

年的 25%上升至 2013 年的 43%；净利率由 2009 年的 12%上升至 2013

年的 24%。公司销售产品的构成在近几年发生一定的变化,抗感染药物

销售占比逐年下降，止咳化痰和补肾类产品占比逐年上升。 

公司主要产品分析   公司产品止咳宝为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产

品秘方入选岭南中药文化保护遗产，国内目前仅海南海力和公司两家

企业生产，较好的竞争格局对于维护产品价格具有重要的意义。金匮

肾气片目前仅公司和昆明中药厂两家企业生产，且公司在零售市场具

有相对优势地位，竞争格局较好。公司拥有红霉素肠溶片和依托红霉

素片这两个大环内酯类产品，综合考虑市场竞争情况，我们认为这两

个产品可能慢速增长。公司产品制霉素属于抗真菌药物，这一领域外

资企业具有绝对的优势，制霉素目前市场份额较小，我们预计未来销

售可能维持稳定。 

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拟发行 2500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1 亿

股。本次发行价格 14 元，总共募集资金 3.5 亿元。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中成药产品竞争对手较少，未来可能仍将保持销

售份额占比上升的势头。西药领域竞争较为激烈，公司产品面临较大

的竞争压力。我们预测 2014 年 EPS 为 0.85 元，综合考虑我们认为给

予 25 倍 PE 的价格比较合适，对应股价为 21.25 元，在此基础上上下

浮动 10%，我们认为合理价格区间 19.13-23.38 元。 

风险提示   医药政策变动风险，主营业务下滑风险，市场竞争加剧

风险 

 

[Table_Finance]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2A 2013A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 341 343 353 377 401 

(+/-)% 11.70% 0.56% 3.00% 6.80% 6.37% 

净利润 79 81 85 90 95 

(+/-)% 12.75% 2.52% 6.09% 5.37% 6.01% 

每股收益（元） 1.05 1.07 0.85 0.90 0.95 

总股本 (百万股 ) 75 75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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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一般情况 

公司主营中成药和化学制剂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前身为台城制药有限公

司，由许为高、许丹青发起成立，后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并于 2009 整体变更为台

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丹青，持有 3105 万股，占发行后股本

31.05%，许氏家族总共持有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67.5%。 

 

图 1：公司股权结构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2. 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从 2009 年至 2013 年营收持续保持增长，自 2 亿上升至 3.4 亿，年复合增

速超过 14%，但是增速有放缓趋势。 

图 2：公司近年营收情况及增速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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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净利润增速超过营收，从 2009 年的 2400 万上升至 2013 年超过 8000 万，

年复合增速超过 35%，但是增速也有放缓趋势。 

 

图 3：公司近年利润情况及增速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近几年销售规模扩大，产品结构调整，毛利率和净利率都呈上升趋势。毛

利率由 2009 年的 25%上升至 2013 年的 43%；净利率由 2009 年的 12%上升至 2013 年

的 24%。 

 

图 4：公司近年利润率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产品销售区域较为集中，华南地区贡献了 80%左右的销售份额，这一比例

近年略呈下降趋势；华东地区贡献了约 10%的销售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公司销售

区域集中，从一方面看存在一定风险，另一方面看未来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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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销售产品的构成在近几年发生一定的变化。抗感染药物销售占比逐年下

降，止咳化痰和补肾类产品占比逐年上升。出现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和化药领域竞争

激烈有一定关系，我们中药类产品销售占比上升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 

 

图 6：各产品销售份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3. 公司产品分析 

3.1. 止咳宝快速增长 

我国每年约 3 亿人感染呼吸系统疾病，其中咳嗽患者多达 5000 多万人，城乡

居民咳嗽患病率在 15%以上，咳嗽药物市场空间巨大。我国咳嗽药物市场以中成药

为主，占比在 75%左右。南方所统计 2012 年我国咳嗽药物市场整体销售规模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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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表 1：止咳产品市场份额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从市场竞争情况来看，念慈庵一家独大，其余产品竞争比较激烈。公司产品止

咳宝市场份额第 8，增长率 24.4%，在前 10 位产品中位居第一。 

止咳宝为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产品秘方入选岭南中药文化保护遗产，国内

目前仅海南海力和公司两家企业生产。较好的竞争格局对于维护产品价格具有重要

的意义。我们认为止咳宝产品未来有望保持较快的增速。 

 

3.2. 金匮肾气片市场空间大 

在我国补肾有悠久传统，这一领域基本为国内品牌占据。代表产品包括六味地

黄丸（颗粒、胶囊、片），金匮肾气丸（片）、桂附地黄丸（颗粒、胶囊、片）、补

肾益脑丸（胶囊、片）和复方苁蓉一直胶囊等。 

2012 年整个市场销售规模 58.85 亿，呈低集中度，分散竞争态势。 

表 2：补肾产品市场份额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6 / 9 

公司产品金匮肾气片在金匮肾气丸的基础上进行了剂型改进，服用更加方便，

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目前金匮肾气丸市场份额仅 1.1%，未来空间很大。目

前仅公司和昆明中药厂有金匮肾气片的生产批文，且公司在零售市场对于相对优势

地位。 

 

3.3. 红霉素肠溶片和依托红霉素缓慢增长 

大环内酯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和软组织感染等细菌感染类疾病，具

有毒性较低、口服方便，价格便宜的特点，在临床应用广泛。大环内酯类药物 2012

年全国销售规模为 50.6 亿元，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红霉素和依托红霉素都能进

入市场份额前 10 位，且两个产品都已经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从红霉素肠溶片和依托红霉素片产品本身的角度出发，公司主要的竞争对手分

别是西安利君制药和江苏康缘药业。由于这两个产品都不是独家产品，且均入选基

药目录，我们认为未来可能面对一定的降价压力。我们预计未来销售维持稳定或缓

慢增长。 

 

表 3：红霉素市场份额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3.4. 制霉素市场份额较小 

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2012 年口服抗真菌药物市场销售额达 78.4 亿元，

2007-2011 年复合增长率为 21.2%，整个市场呈快速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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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我国抗真菌药物市场规模及走势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目前我国抗真菌药物市场主要还是被外资和合资企业产品占据。公司生产的制

霉素片按终端销售统计占我国口服抗真菌药物市场份额的 0.8%，占比较小。 

 

3.5. 阿咖酚散稳步增长 

阿咖酚散属于解热镇痛类药物，临床用于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治疗各

种疼痛、发热和各种类风湿关节炎。2012 年全国解热镇痛类药物市场销售规模 77.5

亿元，2007-2012 年复合增长率 12.7%。公司生产的阿咖酚散几年来销售规模稳步

增长，市场供求情况良好。 

 

 

4. 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拟发行 2500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1 亿股。本次发行价格 14 元，

总共募集资金 3.5 亿元，其中发行及保荐等费用 2823 万元。 

公司募投项目如下表： 

 

表 4：红霉素市场份额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8 / 9 

5. 投资建议 

公司近几年业绩保持增长态势，但是整体增速减缓。中成药产品竞争对手较少，

未来可能仍将保持销售份额占比上升的势头。西药领域竞争较为激烈，公司产品面

临较大的竞争压力。综合考虑我们认为给予 2014 年 25 倍 PE 价格比较合适，我们

预测 2014 年 EPS 为 0.85 元，对应股价为 21.25 元，在此基础上上下浮动 10%，我

们认为合理价格区间 19.13-23.38 元。 

 

6. 风险提示 

医药政策变动风险，主营业务下滑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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