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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凤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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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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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0,734,178.49

78,426,722.21

15.69%

6,148,774.24

5,555,689.34

10.68%

5,036,893.51

5,526,471.38

-8.86%

-21,537,556.18

23,260,131.33

-19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1.0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733,493,209.95

733,291,272.90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0,677,744.69

604,528,970.45

1.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说明
主要为本期易明康元、维奥制药

655,721.87

处置车辆收益 655,721.87 元；
主要为四川维奥收到彭州市经
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拨付综合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562,750.01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励资金 50 万元、药品生产线异
地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 4.25
万、成都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成长工程项目 2.025 万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824.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4,766.18

合计

1,111,880.7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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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26,841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高帆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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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5%

50,744,682

50,744,682

11.79%

22,365,957

0

数量

质押

27,330,000

西藏华金天马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周战

境内自然人

7.57%

14,361,702

10,771,276

质押

3,100,000

尚磊

境内自然人

4.57%

8,674,515

6,733,136

质押

3,07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

8,444,681

0

业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

6,470,000

0

质押

490,000

西藏嘉泽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嘉兴天星海容创
（有限合伙）
金小平

境内自然人

3.24%

6,140,574

5,744,680

庞国强

境内自然人

3.03%

5,744,681

4,308,511

2.13%

4,050,000

4,050,000

1.71%

3,240,000

3,240,000

西藏易家团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西藏易水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西藏华金天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22,365,957 人民币普通股

（有限合伙）
4

数量
22,365,957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444,681 人民币普通股

8,444,681

6,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70,000

周战

3,590,426 人民币普通股

3,590,426

周宏伟

2,872,34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340

尚磊

1,941,379 人民币普通股

1,941,379

庞国强

1,436,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36,170

宋民宪

8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887,300

彭辉

718,085 人民币普通股

718,085

郭大可

506,261 人民币普通股

506,261

嘉兴天星海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高帆作为西藏易家团及西藏易水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
制本公司股份 729 万股，间接控制比例 3.84%。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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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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主要数据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的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增减变动金额

2017年12月31日

比重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2,135,498.48

5,106,264.00

-2,970,765.52

-58.18% 说明（1）

预付款项

33,735,973.73

10,711,843.93

23,024,129.80

214.94% 说明（2）

应付账款

4,964,806.93

8,147,409.55

-3,182,602.62

-39.06% 说明（3）

预收款项

30,283,116.26

48,127,545.66

-17,844,429.40

-37.08% 说明（4）

应交税费

7,567,166.17

13,356,218.53

-5,789,052.36

-43.34% 说明（5）

项目

2018年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2017年1-3月

比重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

-108,690.79

250,508.96

-359,199.75

-143.39% 说明（6）

资产处置收益

655,721.87

85,742.02

569,979.85

664.76% 说明（7）

其他收益

562,750.01

42,500.00

520,250.01

1,224.12% 说明（8）

11,825.02

105,033.86

-93,208.84

-88.74% 说明（9）

营业外支出
项目

2018年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2017年1-3月

比重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21,537,556.18

23,260,131.33

-44,797,687.51

-192.59% 说明（10）

-7,371,136.02

-141,323,162.75

133,952,026.73

94.78% 说明（11）

9,949,736.11

678,524.82

9,271,211.29

1,366.38% 说明（12）

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变动原因说明
（1）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58.18%，主要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已背书使用或到期解付；
（2）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241.94%，主要系本期向供应商预付产品采购款，及加强专业化的市场推广、学术推广力度所预
付的一部分推广费用所致。上年同期余额2,707万元，余额变动与业绩变动匹配；
（3）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39.06%，主要系本期维奥制药支付了工程款及设备质保金、支付营销中心办公楼装修费尾款以及
原材料货款等所致；
（4）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37.08%，主要系上年预收的原材料货款已于本期确认销售收入；
（5）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43.34%，主要系期初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本期已缴纳；
（6）财务费用较期初减少143.39%，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票据贴现利息，本期无此项费用；
（7）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664.76%，主要系本期易明康元、维奥制药处置车辆收益 65.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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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224.12%，主要系本期收到彭州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拨付的综合奖励资金50万元；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88.74%，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公益捐赠支出10万元，本期无此项支出；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2.59%，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回代理产品保证金2,000万元，以及本期预
付款项增加所致；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94.78%，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10,000万元、购置营销
中心办公楼2,430万元所致，本期无此类项目发生；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366.38%，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1,000万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9.68%

至

17.20%

1,500

至

2,5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2,133.15

元）

2017 年公司主要产品全部进入国家医保目录，通过上年的战略调整，
业绩已初显成效，主要产品同比销售均有显著增长。公司 2018 年度战略为
深度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营销方面体现为持续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
完善，营销队伍优化、升级、扩充，尽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办事处全覆盖，
加大精细化、专业化的市场推广、学术推广力度，深入掌控渠道和终端，
为公司经营产品未来增长夯实基础。上述项目将阶段性增大销售费用投入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和占比。研发方面体现为，除延续现有蒙脱石散、多潘立酮片、米格列醇
片等口服制剂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外，还将根据国家政策陆续开展注射
剂产品的再评价工作，与此同时，公司也将持续开发具备独特性、高品质、
有重大临床价值的产品，研发投入预计较往年将有所增加。
公司根据预算预计 2018 年 1-6 月净利润在 2,500 万元以内（同比增幅
17.20%以内）。但由于公司在上述营销及研发方面投入将随项目进度实施，
出于审慎考虑，公司参照本年已发生费用率估算，预计 2018 年 1-6 月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 1,500 万元（-29.68%）至 2,500 万元(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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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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