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11                                                  公司简称：西藏药业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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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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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

经营状况，公司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之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 10.60元(含税)，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 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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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拉萨市北京西路19号 拉萨市北京西路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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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zqb@xzyy.cn zqb@xzyy.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生产、销售胶囊剂、生物制剂、颗粒剂、涂膜剂等；公司主

要产品涉及心脑血管、肝胆、扭挫伤及风湿、类风湿、感冒等领域，公司产品新活素、依姆多、诺

迪康胶囊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有较强的优势，因同属心血管领域，有利于各自市场、学术资源的

共享，进一步促进各自的发展。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根据物料不同特性按照公司内控管理制度采购，如冷背、稀缺、野生等渠道单一、货源奇缺、

供需信息不对称原料采取议标、直接邀请议标、比价议标等方式进行采购；一般常规原辅料均采取

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内外包装材料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针对物料市场行情变化，根据物料实际上涨情况启动相应措施，如原料价格上涨因素较多，其

受自然条件、产新情况、游资炒作、供需关系等影响，一般采取产地调研，多市场询价比价，密切

关注产新行情等方式分析具体情况，或议价或邀标以期公司利益最大化；如辅料、包材涨价，根据

其涨价原因，随时跟进其上游物料价格行情，或招标或议标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采用“ 以销定产”模式安排生产：根据每年年底医药公司（经销商）提供各产品次年年度（月

度）销售计划，制定次年年度（月度）生产计划。 

定期召开产销联系会议，根据库存、销售情况，结合未来一个季度要货需求，对未来期间产销

计划按时进行回顾、评估与确定，并适时调整。 

在依姆多生产转换完成前，依姆多的成品仍由阿斯利康生产基地及我公司现有生产合作厂商继

续生产和供应。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新活素、依姆多（中国市场）由本公司自行销售，委托康哲药业下属公司推广；

报告期内，依姆多海外市场已全部交接完毕，由本公司自行负责销售推广。 

诺迪康：报告期内，公司终止了康哲药业下属公司对诺迪康产品的独家推广权，改由我公司自

行进行诺迪康产品的销售推广。为使诺迪康市场的顺利交接过渡，在双方交接工作完成前，康哲药

业下属公司将继续协助诺迪康产品的市场管理及商务服务。 

其余产品包括十味蒂达胶囊、小儿双清颗粒、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剂等主要采用代理商推广模

式在全国推广销售。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124,902.40 万元，心血管领域产品新活素、

依姆多、诺迪康胶囊占比 91.15%，其中新活素占全年销售收入的 65.22%，新活素销售收入较去年同

期增长 46.78%。 

（四）行业情况 

我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风险与收益并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优质创

新药的研发，促进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但新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且时间周期长。我公司



研发的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 受体拮抗剂滴眼液、红景天人工种植技术的研究，若研发成功，预期具

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由于新药研发、人工种植技术都具有较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任何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 

作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心血管领域具有较强

的优势，公司主要产品新活素、依姆多、诺迪康胶囊均属于心血管领域。随着民众健康意识的提升、

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医保体系进一步健全，人口老龄化加剧，都将继续推动医药市场较快增长，

心血管产品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报告期内，新活素产品继 2017 年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 年版）》乙类范围后，近两年销量大幅上升；2019 年 11 月，新活素再次被纳入《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 年版）乙类范围，中长期将有利于新活素市场份额的

扩大、市场布局的拓展，对公司今后的销售增长和长远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767,231,426.91 2,532,051,965.37 9.29 2,330,044,648.73 

营业收入 1,256,021,957.79 1,027,879,210.33 22.20 915,625,71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12,321,254.23 215,606,211.01 44.86 229,645,74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04,784,360.26 152,932,715.94 99.29 161,429,73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37,060,013.81 2,252,475,737.59 8.19 2,043,202,4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9,592,488.78 289,217,375.12 69.28 91,457,11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75 1.20 45.83 1.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75 1.20 45.83 1.3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49 10.07 增加3.42个百分

点 

14.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707.61 32,176.90 31,244.95 32,47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1.74 8,663.01 8,170.58 7,32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073.43 8,633.25 8,138.34 6,63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91.66 23,080.58 2,166.51 9,920.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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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0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藏康哲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0 57,166,699 32.28 27,412,28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华西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0 31,480,000 17.78 0 质押 25,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葛卫东 0 7,811,933 4.41 2,911,888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新凤凰城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0 5,650,000 3.1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康哲药

业有限公司 

0 5,506,207 3.1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天津康哲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0 3,483,208 1.9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源江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3,000 2,115,000 1.19 0 质押 2,000,000 未知 

西藏自治区生

产力促进中心 

0 2,112,000 1.1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

2,000,000 2,000,000 1.13 0 无 0 未知 



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西藏生物资源

研究中心 

0 1,408,000 0.8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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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602.2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2,814.27万元，同比增

长 22.2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1,232.1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9,671.50 万元，同比

增长 44.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478.44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 15,185.16万元，同比增长 99.2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30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范围的子公司共有 9家；具体详见 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

务报告中“合并范围的变更”及“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