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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17-037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奇正藏药 股票代码 00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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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平 李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7 层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7 层 

电话 010-84766012 010-84766012 

电子信箱 qzzy@qzh.cn qzzy@qzh.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8,288,459.64 439,869,970.59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9,649,086.24 161,256,154.29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3,544,664.87 154,320,864.14 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0,539,772.22 137,123,853.42 104.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79 0.3972 5.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79 0.3972 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6% 9.69%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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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55,610,636.23 2,075,693,302.95 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5,787,269.20 1,734,478,182.96 0.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9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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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奇正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9.16% 280,780,000  质押 27,000,000 

西藏宇妥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68% 83,95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4% 3,010,9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联安中证医药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1% 448,500    

马利 境内自然人 0.07% 299,363    

华澳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澳·臻智 21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07% 265,100    

励国定 境内自然人 0.05% 196,7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医

药卫生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04% 181,339    

杨成法 境内自然人 0.04% 180,801    

汪凌涛 境内自然人 0.04% 1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雷菊芳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宇妥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68.73%和 90%的股权。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马利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99,363 股。 

公司股东励国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3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2,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6,700 股。 

公司股东杨成法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0,80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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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国家医药政策频出，随着新医

改政策的不断推进，两票制、药品零加成、医保控费、一致性评价等政策陆续落地，让行业面临新的机遇

与挑战。 

2017年是公司三年战略的收官之年，公司继续围绕“一轴两翼一支撑”的战略开展业务。报告期内，

面对多变的政策和市场挑战，公司进一步围绕医疗价值挖掘，灵活调整营销策略，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强

化团队执行力，积极推动新品开发力度，保持了业绩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28.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9%，实现营业利润18,099.3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964.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0%。 

大医院市场，一方面坚持品牌驱动的学术营销策略，加大学术营销投入，通过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

推广产品在相关疾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为客户提供更优的临床方案；一方面加大新产品的上市力度，实

现快速覆盖。 

基药市场，持续扩大全产品的终端覆盖，依靠消痛贴膏在大医院建立的品牌优势，承接分级诊疗后患

者的分流，实现产品的可及性与可获得性，促进销售进一步增长。 

零售市场，围绕疼痛一体化品牌发展策略，依靠持续提升的人员能力，通过对重点客户的系统性管理，

加强深度合作，丰富活动形式，提升渠道分销覆盖，一方面巩固消痛贴膏市场领先地位，一方面拓展疼痛

一体化产品群，快速提升二线产品覆盖率。 

研发方面，报告期内，继续充实核心产品消痛贴膏在骨科优势治疗领域的临床研究，丰富青鹏软膏在

皮科领域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持续推动关键藏药材的标准研究。 

生产制造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GMP管理规范，持续提升制造能力。子公司甘南佛阁藏药有

限公司取得片剂线GMP证书；西藏林芝宇拓藏药有限公司通过GMP认证检查；与此同时，不断强化生产、质

量、安全的日常管理，加强全员相关知识培训，并不断通过技术改进、员工操作技能提升，提高生产效率，

满足多产品多品规销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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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面，人力资源、财务、运营共享服务中心按计划建设中，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人才培养方面，基于人才盘点的发现，完成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养计划并组织实施。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

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

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损益，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根据要求，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列报，与日

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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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财务数据不包含已经转让的子公司西藏那曲正健冬虫夏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陇西奇正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靖远奇正免洗枸杞有限公司、宁夏奇正沙湖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西藏正健雪域药材有限公司，以上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转让给控股股东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9月30日后公司不再拥有控制权，上年同期财务数据包含以上公司。 

 

 

 

 

 

董事长：雷菊芳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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