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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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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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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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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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迪康由本公司自行销售，委托康哲药业下属公司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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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推广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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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61.30 万元，心血管领域产品新活素、依

姆多、诺迪康胶囊占比 94.55%，其中新活素销售占全年销售收入的 70.42%，较去年同期增长 17.70%；

依姆多占全年销售收入的 20.45%，较去年同期增长 2.53%；诺迪康占全年销售收入的 3.68%，较去年同

期下降 3.95%。 

（四）行业情况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医药行业有着巨大的影响。从长期来说，此次疫情将改变人们对医药

消费的理念。同时，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的持续作用下，医保控费、控药占比、带量采购降价等多

项政策措施，已成为未来医药行业长远发展的政策重点。随着各地集采工作陆续推进，医药制造业升级

转型态势加速，中国医药制造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面对上述政策、市场环境等驱动和压力下，我公司在保证现有产品销售持续增长的同时，进一步

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增加产品储备，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我公司先后通过与阿迈特、斯微

生物、俄罗斯 HV 公司的合作，增加我公司在医疗器械领域和新冠肺炎疫苗领域的产品储备，为公司后

续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产品新活素 2017 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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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类范围后，近年来销量大幅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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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患者存在避医情绪，医院门诊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公司诺迪康胶

囊、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剂、十味蒂达胶囊、小儿双清颗粒等产品多为门诊用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医院门诊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该部分药品的销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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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944,288,278.85 2,767,231,426.91 6.40 2,532,051,965.37 

营业收入 1,373,105,105.65 1,256,021,957.79 9.32 1,027,879,21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418,095,830.39 312,321,254.23 33.87 215,606,211.01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65,332,104.72 304,784,360.26 19.87 152,932,71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76,085,000.59 2,437,060,013.81 5.70 2,252,475,73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8,165,608.42 489,592,488.78 -12.55 289,217,37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69 1.75 -3.43 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69 1.75 -3.43 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09 13.49 增加1.60个百分

点 

10.0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6,779,128.75 331,772,203.66 361,040,344.05 383,513,42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531,405.96 91,375,709.99 104,543,057.58 93,645,65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6,001,378.56 91,586,429.39 105,596,589.82 82,147,70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8,364,960.42 48,593,365.15 123,492,244.47 117,715,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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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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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66,680 80,033,379 32.28 0 无 0 境内非国



公司 有法人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12,592,000 44,072,000 17.78 0 质押 30,842,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260,000 7,910,000 3.1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

司 

2,202,483 7,70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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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283 4,876,491 1.9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自治区生产力促进

中心 

844,800 2,956,800 1.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生物资源研究中心 563,200 1,971,200 0.80 0 无 0 未知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交易

所） 

529,434 1,853,019 0.75 0 无 0 境外法人 

李崇众 437,919 1,450,0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鼎沛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25,626 1,360,026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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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香

港）有限公司（其购买股份资金来源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刚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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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10.5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1,708.31万元，同比增长

9.3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1,809.5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0,577.46万元，同比增长

33.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533.2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054.77万元，同比增长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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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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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家；具体详见 2020 年年度报告附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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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