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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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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药业 6002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岚 温莉莉 

电话 0891-6835809/028-86653915 0891-6835809/028-86653915 

办公地址 拉萨市北京西路19号 拉萨市北京西路19号 

电子信箱 zqb@xzyy.cn zqb@xzyy.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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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986,001.17 2,532,051,965.37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60,473,916.11 2,252,475,737.59 0.3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8,722,362.74 119,051,885.98 209.72 

营业收入 618,845,031.98 452,845,288.94 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7,347,582.66 129,683,760.71 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57,066,762.75 102,921,308.71 52.61 



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90 6.16 增加0.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9 0.72 23.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9 0.72 23.6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3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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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83 57,166,699 27,412,280 无 0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53 31,480,000 0 质押 25,000,000 

葛卫东 境内自然

人 

4.35 7,811,933 2,911,888 无 0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5 5,650,000 0 无 0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7 5,506,207 0 无 0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4 3,483,208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80 3,226,700 0 无 0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0 2,520,746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4 2,405,192 0 无 0 

西藏源江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1.26 2,268,000 0 质押 1,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康哲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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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战略目标和 2019年年度经营计划为指引，在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带领

下，积极应对一系列风险，不断加强公司治理、内控规范建设、促销售控成本，实现了销售和利润

的持续增长。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884.5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6,599.97

万元，同比增长 36.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5,734.7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766.38 

万元，同比增长 2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06.68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加 5,414.55万元，同比增长 52.61%。 

上半年公司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1、继续规范内控治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大力推进内控规范建设、重大进程管理、绩效管

理，促使管理工作持续提升。 

2、2016 年，公司斥资 1.9 亿美元收购了阿斯利康依姆多相关资产后，公司一直积极推进相关

资产转换和过户工作。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本次交接涉及中国市场和海外约 40个国家和地区，

已完成交接的市场涉及中国和海外 31个国家和地区；已交接的市场由本公司负责销售，中国市场由

大股东及其关联公司负责推广，未完成交接的海外市场暂由阿斯利康代管，收益归本公司所有；依

姆多本次资产交接共涉及 93 个商标，已完成过户的商标共 79 个；本次资产交接相关 MA 转换涉及

44个国家和地区，已完成 MA转换工作的国家和地区共 26个。生产转换工作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实验，

其中在中国市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受理就依姆多技术转让事项提出的申请，目前公司正在按

要求补充资料。（具体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3、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不影响公司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4、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业绩如下：新活素本期销量约 90万支，销售收入 43128.56 万元，

同比增长 65.63%；诺迪康本期销售收入 2615.14 万元，同比增长 37.72% ；依姆多本期销售收入

11492.86万元，同比下降 11.10%；其余产品本期销售收入 4327.9万元，同比增长 4.51%。 

公司结合医药行业发展趋势，成立非处方药（OTC）部，分线经营，为处方市场发展的阻力另辟

蹊径，为医药公司发展组成双轮驱动，1-6月销售工作主要集中在处方药渠道和非处方药（OTC）渠

道两方面： 

（1）潜力深挖：筛选百强医院，专款专人专事； 

（2）规范管理：针对内部团队，强化管理流程及规范和日常要求，并制定进程管理及办法； 

（3）客户服务：在加大对代理商管理的过程中，逐步以带动及服务形式推动学术开展； 

（4）营销分析：系统分析空白市场，进行阶段开发，并辅助以考核； 

（5）成立 OTC部，重置组织架构，并组织人员招聘；针对 OTC品种进行打造，利益架构塑造，

包装更新；OTC 市场进行系统招标，透明有序的市场开发；制定 OTC 产品政策，以公司利益和市场

推动为核心。 



5、研发方面 

（1）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 受体拮抗剂滴眼液项目：目前，公司启动补充的 IIa 期临床试验并

完成首例入组，根据新的注册审评要求和技术发展情况，开展新方法学研究、工艺优化研究、质量

相关研究等。 

（2）藏中药材人工栽培研究：公司在西藏建立了药材种植基地开展藏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研究，

目前初步掌握了红景天大田种植技术，同时还建立了其他特色药材人工种植小规模试验示范基地。 

6、生产管理 

公司一贯重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保监测。在本报告期内主要完成工作如下： 

（1）启动并实施《西藏药业三年药政工作规划（2019-2021）》； 

（2）组织生产系统 2019年重大固定资产（设备）招投标工作； 

（3）做好战略、重要及大宗物料的市场价格跟踪、公招采购、安全储备、渠道拓展等工作，尽

力消化成本上涨压力； 

（4）“西藏药业药物警戒体系”于 2019 年 1月 1日正式运行。报告期内，通过了四川省药品不

良反应中心、西藏自治区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组织的不良反应监测专项检查。 

（5）根据销售计划，合理安排生产，保质保量完成了 2019 年上半年生产任务，确保无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环保监测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生产线建设 

（1）由于新活素销量大幅提升，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已启动新活素生产线改扩建工作。截

止本报告期末，新建原液生产线主体厂房已经完成，所有设备已安装到位进行调试。 

（2）为支援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和满足我公司拉萨生产基地 GMP认证的需要，公司在拉萨经济技

术开发区进行新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目前该项目综合科研楼和涂膜剂车间已进入二层楼面及三层

梁柱施工，综合库房和动力中心正在进行基础施工，所有建设单元正按计划、安全施工要求和技术

标准开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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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

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涉及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的调整，执行上

述新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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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通知要求，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

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自 2019年半年度报告

起按照财会[2019]6 号相关要求进行财务报表的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

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