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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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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达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远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树

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99,915,289.41 1,046,443,662.78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3,277,206.75 404,353,467.81 2.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27,348.45 -126,592,004.0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466,626,468.87 372,722,186.35 2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13,372.46 8,143,399.81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203,966.29 8,063,026.87 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2.07 增加                        

-0.04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056 2.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056 2.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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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833.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6,664.6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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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097.70   

所得税影响额 5.88   

合计 109,406.1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股东总数（户） 15,3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31,480,000 

 

21.62 

 

31,480,000 

 

冻结 31,48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质押 14,000,000 

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9,754,419 20.4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6,408,538 4.4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

公司 

5,506,207 3.7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

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3,500,000 2.40 0 

无 

0 未知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3,483,208 2.3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自治区生产力促

进中心 

2,112,000 1.4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

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

金 

2,092,935 1.44 0 

无 

0 未知 

西藏源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91,390 1.44 0 
无 

0 未知 

西藏生物资源研究中

心 

1,408,000 0.97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9,754,419 人民币普通股 29,754,419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408,538 人民币普通股 6,408,538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5,506,207 人民币普通股 5,5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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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483,208 人民币普通股 3,483,208 

西藏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2,1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2,000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2,092,935 
人民币普通股 

2,092,935 

西藏源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91,390 
人民币普通股 

2,091,390 

西藏生物资源研究中心 1,4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8,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1,401,565 
人民币普通股 

1,401,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康

哲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长比例  

应收票据   19,716,091.02     32,418,330.32  

 

-12,702,239.30     -39.18  

 应收账款   184,498,119.55    124,684,908.26  

  

59,813,211.29      47.97  

 其他应收款    52,290,190.84     13,599,076.56  

  

38,691,114.28     284.51  

 应付票据    88,484,703.00    129,981,649.00  

 

-41,496,946.00     -31.93  

 应付账款   150,725,713.44     96,553,063.64   54,172,649.80      56.11  

 应交税费    17,526,542.69    10,072,756.17  7,453,786.52  74.00 

 其他应付款   154,182,355.90    108,993,736.13  45,188,619.77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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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1270.22万元，下降 39.18%，主要原因：一是本期销售货款现金

收入增加,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减少，二是上期收到的应收票据到期贴现以及未到期票据背书支

付款项增加影响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5981.32万元，增长 47.97%，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本草堂本期销售

收入增加,赊销增加影响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3869.11万元，增长 284.51%，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支付了西

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3000 万元诚意金影响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4149.69万元，降低 31.93%，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四川本草堂

一季度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较少影响所致。 

5、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5417.26万元，增长 56.11%，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本草堂本期采购

药品增加影响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加 745.38万元，增长 74%，主要原因系一季度销售收入增加影响所

致。 

7、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4518.86万元，增长 41.46%，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收到深圳市

康哲药业有限公司诺迪康胶囊保证金 3000万元，及子公司四川本草堂、医药公司其他应付款

增加 1522万元影响所致。 

     利润表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长比例  

 管理费用    12,149,204.09      7,266,075.40  

   

4,883,128.69      67.20  

 投资收益      -503,065.68       -325,921.71  

    

-177,143.97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959,214.23      1,968,033.62  

  

-1,008,819.39     -51.26  

1、管理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 488.31万元，增长 67.20%，主要原因系本期工资较上期增加 182

万以及折旧费、费用性税金等增加所影响。 

2、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 17.71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天府商品交易所亏损较上年同期增

加影响所致。 

3、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88万元，下降 51.26%，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及子公

司康达公司所得税费用执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藏政（2014）51号、西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藏国税发（2014）124号文件规定，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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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止，暂免征收西藏自治区内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故本期计

提税率为 9%，上年同期计提税率为 15%。 

     现金流量表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长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227,348.45  

 

-126,592,004.06    94,364,655.6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9,768.38  

   

-5,738,114.72     5,288,346.3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401,016.94  

   

21,859,108.45    -7,458,091.51     -34.1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9436.47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

加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528.83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定资

产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540万元影响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745.81万元，下降 34.12%，主要原因是子

公司本草堂偿还借款比上期增加 1000万元影响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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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已选举郭远东先生、张玲燕女士、王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

举陈达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选举周裕程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并调整

了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目前，公司已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 

    （详见公司于2015年1月9日、2015年4月9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决定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康达药业有

限公司。截止本报告期末，相关手续还在办理之中。 

（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3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就新活素和诺迪康的销售推广与关联股东深圳市

康哲药业有限公司、常德康哲医药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相关独家代理总经销协议和推广服务协议，

并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产品在2015年的销售进行了预计。 

（详见公司于2014年5月9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3月26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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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及下属两家子公司因在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10日期间开具或申报抵扣

的《西藏自治区农副产品收购专用发票》，在使用方面不符合规定，公司根据山南地区国家税务

局的要求，通过自查并经该局同意后，由本公司及下属两家子公司补缴了税款 3,353,046.17元及

滞纳金 639,733.39元。受此进项税转出等影响，相应成本增加，对公司 2014年利润影响数为

-286.06万元，其余进项税转出计入未使用原材料成本中。 

（详见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2015年2月14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诺迪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四川诺迪康威光制药有限公司已顺利通

过了新版GMP认证。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6、公司与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就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康昂东路支行借款纠纷一案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5年3月24日签署了《关于国

资公司与西藏药业协商处理债权债务事宜的备忘录》。本公司已按照约定支付了国资公司3000万

元诚意金，国资公司已致函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暂缓启动相关查封资产的拍卖程序。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年 8月 15日起停牌。停牌后，公司按照

规定开展了相关工作，后因参与各方对交易对方和交易方案的细节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公司董

事会慎重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组事项，并承诺自公告之日（2014年 10月 9日）起 6个月

内不再商议、讨论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目前，承诺期已结束。 

（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8月 15日、2014年 10月 9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达彬 

日期 2015-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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