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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19-043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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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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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57,574.22 542,308,302.55 1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076,832.88 190,128,060.21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6,425,000.91 178,606,011.27 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014,122.54 355,738,129.04 -4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16 0.3607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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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16 0.3607 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0% 9.7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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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495,615.08 2,312,773,222.44 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2,362,544.58 2,029,287,584.25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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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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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7% 280,780,000  质押 19,500,000 

西藏宇妥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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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0.73% 3,000,000    

谭振华 境内自然人 0.31% 1,280,000    

刘凯列 境内自然人 0.09% 360,000 360,000   

施建云 境内自然人 0.09% 348,200    

李英 境内自然人 0.06% 260,200    

陈惠芬 境内自然人 0.06% 243,474    

孙立峰 境内自然人 0.06% 2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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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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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谭振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280,000 股；公司股东陈惠芬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43,47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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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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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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家医疗改革持续深化，带量采购、医保控费、国家药价谈判、一致性评价、分级诊疗等一系

列政策持续推进，医药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9年，公司经营紧紧围绕“一轴两翼三支撑”战略开展业务，从建立产品优势向建立治疗领域优势

转变，发展藏医药特色治疗优势，开辟大健康互联网营销。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学术引领、专业驱动，

保证业务可持续发展，保持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975.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4%，实现营业利润22,474.2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207.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8%。 

公司围绕疼痛一体化品牌建设，持续强化学术营销和品牌营销，加快城市拓展和新产品拓展力度，推

动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的稳步增长。 

学术营销方面，坚持学术引领专业驱动。建立各产品临床应用示范医院，深入挖掘产品临床价值，打

造学术标杆医院。同时探索处方药数字营销模式，全方位推进学术引领专业驱动的营销策略。公司在医疗

市场加大渠道下沉力度，积极推动城市拓展，加快潜力市场的开发。通过学术推广，结合患者教育、义诊

活动等项目开展，增加公司明星产品在基层医疗市场的学术和品牌影响力，促进基层终端销量的提升。 

品牌营销方面，以做强镇痛系列产品为核心，以“拒绝疼痛 奇正疼你”为品牌主张，更多地关注消

费者体验，线下积极推动“母亲节关爱”、“兰马跑团”等活动，有力地建立奇正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平

台，提升了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产品方面，继续巩固公司主要产品消痛贴膏在骨骼肌肉系统中成药用药中的领先地位，同时加强公司

镇痛系列产品管理，积极培育新品，形成消痛贴膏、白脉软膏、青鹏软膏、如意珍宝片为一体的疼痛一体

化产品品类。 

在妇儿治疗领域，与各级专家和学会展开学术合作，以循证证据为基础，加强产品学术推广；“善胃”

家族消化系统产品，在2018年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展开消费者洞察研究，挖掘市场机会；“护肺”

家族呼吸系统产品，持续扩大渠道覆盖，突出品牌优势，实现终端产品的可及性；藏医优势病种特色诊疗

方案，明确了方案的理论基础、观察方向、培训体系等操作流程，在合作医院稳步推进，积累循证证据，

逐步提供优势病种的特色诊疗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互联网奇正大健康平台建设，完成集运营推广、客户服务、产品管理为一体的电

商前中后台组织架构建设，阿里-奇正医药旗舰店上线。 

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围绕疼痛一体化战略的新药和非药类新品开发持续进行中。基于藏医基础理论

的现代研究取得进展，探索白脉疗法的研究成果初步显现。在“黄水病”的基础研究方面，新发表青鹏软

膏作用机制相关的SCI论文2篇。同时，为支撑学术营销，开展网络医学研究项目，建立专业平台开展线上

真实世界研究及病例征集项目。 

生产制造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绿色智能工厂规划，制造水平持续提高。子公司甘肃奇正藏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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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通过5年期再认证，导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引进产品二维码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健全

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提升质量风险管控能力，为产品销售渠道管理提供支持；实现新产品工艺优化，初步

完成消痛贴膏新规格设备研发工作，为提升新产品品质及新产品市场拓展提供支持。 

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以激活组织为目标，持续完善数据管理，优化业务流程，完成经营会计体

系顶层优化方案，强化激励机制建设，开展多元化激励，完成薪酬优化项目，针对核心管理人员和销售业

务骨干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林芝制造中心厂区改扩建完成并通过GMP认证；公司子公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新

申请认证换发的《药品GSP认证证书》及《药品经营许可证》,获得认证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在社会荣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公司获得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公司荣获“2018年度中国医药标杆案例奖”。 

公司董事兼总裁刘凯列先生荣获“2018年度中国医药标杆人物奖”。 

公司获得西藏林芝市妇女联合会“2018年度林芝市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公司获得西藏林芝市税务局“2018年度A级纳税信用等级”荣誉称号。 

公司获得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林芝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公司下属甘南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获得甘南州总工会“2018年度工会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公司下属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获得拉萨市2018年度“A级纳税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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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注①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单独在

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注② 

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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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损失以“-”列

示，同时将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a、报表格式变化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61,952,038.19 
应收票据 536,256,375.71 

应收账款 25,695,662.4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873,757.85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873,757.85 

b、报表格式变化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6,314,358.38 
应收票据 11,048,049.79 

应收账款 475,266,308.5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5,010,972.8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5,010,972.88 

②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将原“其他流动资产”流动性强的项目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不进行追溯调整。《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

于2019年0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9-027。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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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投资新设成立甘肃奇正大药行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00%，能够对其实施控制，本期将其纳入

合并范围。 

 

 

 

 

 

 

 

董事长：雷菊芳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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