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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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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30,220,97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奇正藏药 股票代码 0022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平 李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7 层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7 层 

电话 010-84766012 010-84766012 

电子信箱 qzzy@qzh.cn qzzy@qzh.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藏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包括外用止痛药物和口服藏成药等。公司致力于通过现代

科技创新开发传统藏药，是国家首批认定的“创新型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藏药外用制剂、藏

药固体制剂两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公司依托这些研发创新平台，探索藏药现代化路径，打造现代

藏药创新开发及制造产业化平台，在安全、功效和质量方面挖掘高原药物的特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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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生产的主要药品包括以消痛贴膏、青鹏软膏、白脉软膏、铁棒锤止痛膏为主的外用系列产品，

以及红花如意丸等口服藏药产品，涵盖骨科、神经科、妇科多个治疗领域。 

主要产品 产品功能或用途 

消痛贴膏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用于急慢性扭挫伤、跌

打瘀痛、骨质增生、风湿及类风湿疼痛。落枕、

肩周炎、腰肌劳损和陈旧性伤痛。 

 

青鹏软膏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用于风湿性关节炎、类

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痛风、急慢性扭挫

伤、肩周炎引起的关节、肌肉肿胀疼痛及皮肤

瘙痒、湿疹。 

 

白脉软膏 

舒筋活络。用于白脉病，瘫痪，偏瘫，筋腱强

直，外伤引起的经络及筋腱断伤、手足挛急、

跛行等。 

 

红花如意丸 

祛风镇痛，调经血，祛斑。用于妇女血症、风

症、阴道炎、宫颈糜烂、心烦血虚、月经不调、

痛经、下肢关节疼痛、筋骨肿胀、晨僵、麻木、

小腹冷痛及寒湿痹症。 

 

铁棒锤止痛膏 
祛风除湿，活血止痛。用于风寒湿痹，关节肿

痛，跌打扭伤，神经痛等。 

 

2、经营模式 

公司是一家以藏药研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医药工业企业，拥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研发、生产和

销售体系。 

（1）供应系统 

公司设有采购物流部负责公司原、辅材料及包装物的采购，并具有完整的采购链。公司原材料采购采

取原产地农户直购+市场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辅料包材采购采取招标比价的形式向经销商采购。 

（2）研发系统 

公司作为藏药产业中唯一“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自成立初就致力于用现代医药科技弘扬和发展传统

的藏医药，同时围绕市场需求，顺应新环境新态势，持续发掘潜力，增强创新能力。整合研发中心、工程

中心、研究院、制造中心、市场医学部共同开展新药研发、经典藏药的二次开发、质量标准提升、药材种

植和炮制研究，重点进行基于藏医转化的新品开发、基于临床价值的医学研究和特色藏医理论“黄水病”及

“白脉病”的基础研究，不断提升研发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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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系统 

公司是我国藏药现代化的代表性企业，不断运用先进工艺技术，提升藏药产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现

拥有贴膏剂、橡胶膏剂、软膏剂、丸剂、胶囊剂、颗粒剂、散剂、片剂等剂型的多条生产线及相关产品的

生产能力。公司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日常管理中加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管理，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保障生产安全、环保达标，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销定产、强化计

划、产销协同，有序实施生产，保障多品种产品销售需求的及时供给。 

（4）销售系统 

公司以自主营销模式为主，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均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拥有一支1,000多

人的自主营销团队，采用专业化的学术推广模式和品牌推广模式在大医院、基层医疗和零售市场开展销售

推广和消费者沟通，进一步推动渠道下沉，加快基层医疗渠道布局，抓住未来增长机会；同时继续推动精

细化招商模式，加速市场拓展。 

（二）行业发展情况 

1、行业的发展阶段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全民保健意识不断增强、政府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断提升、大健康产业

推动医药消费升级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医药产品需求市场不断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

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彰显中医药在疾病治疗中的优势，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做优做强

骨伤、肛肠、儿科、皮科、妇科、针灸、推拿以及心脑血管病、肾病、周围血管病等专科专病，强化中医

药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以及提升中医药特色康复能力，给中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鼓励支持。 

2、行业周期特点 

医药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无论宏观经济周期如何波动，老百姓看病吃药的需求相对稳定，这使得医

药行业具有明显的非周期特性，医药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其季节性也不强，但部分药品在该疾

病较易发生的季节销售量会增加。总体而言，在我国老龄化及医疗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对于卫生事业

的投入逐年增加，社会对于医药行业的刚性需求依然强烈。 

2014-2018年中国政府卫生事业投入力度逐年加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创办20多年来，借助传统藏医药文化的健康智慧，坚持运用现代创新科

技发展新型藏药，引领传统藏药产业升级，成就了公司现代藏药龙头企业的地位。公司先后承接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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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拥有72个药品批准文号，涵盖骨骼肌肉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泌

尿系统、妇科、儿科疾患等领域的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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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02,676,904.18 1,213,209,064.74 15.62% 1,053,150,89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254,312.93 318,767,001.93 14.27% 300,842,39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016,185.35 275,434,568.69 10.01% 276,223,71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951,978.30 499,396,887.72 -18.71% 229,827,82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93 0.6047 13.99% 0.5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93 0.6047 13.99% 0.5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8% 16.44% 0.74% 16.7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984,122,442.23 2,312,773,222.44 29.03% 2,296,568,38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5,540,256.32 2,029,287,584.25 10.66% 1,876,980,582.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3,751,327.31 356,006,246.91 360,920,838.92 431,998,49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75,457.81 117,301,375.07 73,242,433.68 88,935,04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608,518.93 107,816,481.98 70,883,205.40 45,707,97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654,708.01 274,668,830.55 63,606,061.25 144,331,794.5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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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3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60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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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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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奇正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76% 364,546,473  质押 27,967,530 

西藏宇妥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6% 98,395,215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其他 2.60% 13,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4% 3,909,157    

刘凯列 境内自然人 0.09% 467,401 467,401   

施建云 境内自然人 0.09% 452,080  冻结 452,080 

杨长胜 境内自然人 0.07% 350,000    

郑美强 境内自然人 0.06% 332,500    

孙立峰 境内自然人 0.06% 310,562    

李英 境内自然人 0.06%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雷菊芳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68.73%和 100%的股权。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陈建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77,8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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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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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新医改的第一个十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4+7”试点带量采

购到4+7全国扩围、新版医保目录及医保目录谈判、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等，医药领域面临较大的变革及挑

战。 

2019年，公司经营紧紧围绕“一轴两翼三支撑”战略开展业务，从建立产品优势向建立治疗领域优势转

变，发展藏医药特色治疗优势，做强镇痛领域的同时，发展妇儿领域，推广藏药浴疗法，开辟大健康互联

网营销，丰富了“一轴两翼三支撑”的内涵。“一轴”即做强镇痛，以消痛贴膏、青鹏软膏、白脉软膏、如意

珍宝片为核心，做强镇痛领域，“两翼”一方面发展二、三梯队，做大妇科，拓展儿科领域，探索医学护肤

品领域，发展藏医特色专科，推广藏医药浴法特色疗法及用药；另一方面启动互联网奇正大健康营销平台

建设，搭建藏医药大健康互联网营销平台。“三支撑”是指绿色智能制造、创新传统外治、激活组织。 

报告期内，公司以精细化管理强化组织建设，以多元化激励激发团队动力，通过特色的学术、品牌及

文化推广，不断扩大和增强公司品牌影响力，保证业务可持续发展，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267.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2%，实现营业利润40,152.8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3.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6,425.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7%。 

渠道方面，医疗市场在培元固本的基础上强调渠道下沉。巩固并发展现有城市医疗终端，通过加强总

部能力培育、清晰发展路径、学术队伍建设、多科室覆盖、做深等级医院等多措并举实现战略周期内的业

绩目标。同时随着国家分级诊疗及医联体等政策的推进，关注渠道下沉，布局县级医院及社区医疗市场，

绘制作战地图，为营销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搭建县域沟通平台、CME及患者教育等学术项目，为

基层终端提供更多的疼痛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在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终端的发展。零售市场一方面通过聚

焦重点城市、权重客户、权重门店，精细化目标终端过程管理，增加消痛系列全产品的覆盖率，提升新品

销售比重，整合线上传播、线下动销项目，拉动终端动销，提升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快速推进渠道下沉策

略，制定渠道下沉作战地图，明确年度新增城市目标，清晰新增城市管理要求以确保目标城市有效覆盖，

增加核心品种的消费者可及性。在品牌营销方面积极推进品牌适度年轻化发展，适应年轻消费者线上购物

习惯，布局新零售渠道，探索O2O新业务、新模式，增加在年轻消费者中的品牌知名度和产品可及性，共

同推动零售市场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医疗、零售渠道实现双增长。 

产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核心品种全面增长的同时新品也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助力公司整

体业绩成长。一是打造“疼痛一体化解决方案”，研发、生产、销售通力合作做强消痛贴膏、青鹏软膏，为

临床提供质量稳定疗效可靠的产品；强调“做大白脉”，通过自营结合精细化招商，提高公司疼痛康复品类

市场地位；与此同时，组合口服藏成药产品，持续构建“疼痛一体化解决方案第一品牌”的品牌目标。二是

在消化道品类，精耕局部市场，继续推广“善胃”家族组合产品洁白丸、石榴健胃丸、六味能消片等胃肠道

产品，通过藏医药培训、社区患者教育逐步验证销售模式，销量提升明显。三是构建新业务专属组织，拓

展妇儿业务，探索藏药浴的新商业模式，提升红花如意丸、九味竺黄散及相关藏成药产品的销售。 

学术营销方面，坚持学术引领，搭建学科国家级省级学术平台以及藏医药品牌文化平台，结合各产品

专项活动的执行，提升产品价值及公司品牌。同时探索数字化营销模式，开展多产品线上病例征集项目，

线上线下联动深入挖掘产品临床价值，推广藏医药在骨科、疼痛、皮科、康复领域的特色治疗优势。公司

重视医学研究和标准化工作的建设，报告期内，《奇正消痛贴膏临床应用专家共识》见刊，消痛贴膏进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外踝韧带损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共识》、中国疼痛专家组《退行性

膝关节疾病中国疼痛专家诊疗共识》、《慢性非特异性下腰痛评估和治疗共识》、中华中医药学会《骨关

节炎病证结合诊疗指南》指南推荐用药，白脉软膏参与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研究成果见刊SCI期

刊，充分肯定了公司产品的临床价值及治疗优势。 

品牌营销方面，公司根据品牌战略目标，结合细分市场的疼痛疾病特征、目标人群特点及用药习惯，

深化“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方案，启动铁棒锤止痛膏离散贴上市项目，引入奇正®西盖王®氨糖保健品，

进一步创新丰富奇正消痛家族产品组合。线上传播方面，通过奇正消痛管家微信公众号定期传播疼痛疾病

知识；结合母亲节、兰州马拉松、世界镇痛日重大品牌活动，加强消费者线上沟通，实现品牌整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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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推广方面，围绕兰马国际马拉松战略合作拉动线下动销提升销量，传播奇正消痛品牌及藏医药文化；

开展母亲节、三伏贴等动销活动，创造消费者体验新场景；围绕颈腰膝主要疼痛适应症开展疼痛规范化管

理公益活动；深入连锁药店，提升行业对骨骼肌肉疼痛管理认识，增加奇正消痛品牌影响力。通过藏医培

训、义诊及社区患者教育、健康筛查等活动，在全国展开“善胃”家族消化系统产品组合、“护肺”家族呼吸

系统产品组合的市场推广，销售模式得到验证，销量提升明显。 

市场准入方面，消痛贴膏、白脉软膏、青鹏软膏等核心品种在全国各个省（市）市场的招标中全部顺

利中标/挂网，红花如意丸、仁青芒觉胶囊、如意珍宝片等十多个重点口服藏成药品种也大规模中标/挂网。 

截至2019年末，公司1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7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年版）》，35个产品进入地方省级医保目录， 49个产品进入地方基药目录，9

个产品进入地方低价药目录，2个产品进入国家急（抢）救药品目录。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互联网奇正大健康平台建设，完成集运营推广、客户服务、产品管理为一体的电

商前中后台组织架构建设，完成奇正医药旗舰店（阿里健康大药房）、奇正官方旗舰店（京东大药房）、

奇正医药健康旗舰店（拼多多）等店铺的开业和运营，开启公司互联网+新时代。 

制造采购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绿色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完成规划及招标，林芝制造中心改扩建完成并

通过GMP认证，子公司甘肃奇正藏药有限公司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进一步健全，

安全生产体系及环保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报告期内，消痛贴膏大部位贴、铁棒锤离散贴等新品和多种

品规完成上市准备，为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公司优化采购策略持续降低采购成本，

公司战略产品药材基地化采购率不断提高。 

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根据“一轴两翼三支撑”战略开展相关工作。以“源于经典、基于临床、

科技创新、提高疗效、医学整合”为指导思想，从剂型创新、新适应症拓展、新型给药方式创新以及藏西

结合挖掘临床价值等方面开展民族药研发创新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轴”方面，消痛贴膏治疗骨

关节炎的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顺利结题。围绕着“两翼”，一方面为了拓展疼痛产品线，公司与国内院校及

研发机构合作，开展基于藏医特色疗法的新品开发。另一方面为彰显产品临床价值，在开展藏医“黄水病”“白

脉病”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藏医特色疗法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系列临床研究。与此同时，报告期内，

公司藏药矿物炮制技术获重大突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完成再评价；子公司甘肃省中药现代制药工程研究

院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甘肃省第二批新型研发机构。公司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8家单位申报的中医

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课题《藏药如意珍宝片和白脉软膏治疗藏医重大疾病白脉病的药物研究》获得国家

科技部立项。 

公司重点产品消痛贴膏、青鹏软膏、白脉软膏在《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报告》中连续名列前茅，突

显出现代藏药产品的科技价值。 

新药临床研究方面，催汤颗粒正在进行Ⅲ期临床研究；正乳贴完成Ⅱ期临床研究；夏萨德西胶囊按计

划在Ⅱ期临床研究中；消痛气雾剂治疗急性扭挫伤的Ⅱa期临床研究正在开展中。公司积极推进国际合作，

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已完成外用制剂弹粘性测试技术平台建设等项目，并持续开展新技术合作研究。 

管理方面，实施多元化激励，优化组织，搭建数据中心建设，进一步激活组织活力。一方面针对核心

管理人员和销售业务骨干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关注共同目标形成管理合力；另一方面实施薪酬变革项目，

完成薪酬套改，优化付薪机制，建立科学分配机制。完成营销、研发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再造设计。推进

经营会计体系构建和共享中心建设，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及财务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在社会荣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公司获得人民网·人民健康、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联合颁发的“2018中国医药品牌社会营销力企业” 荣誉

称号。 

在西湖论坛2019中国医药标杆案例颁奖盛典上，公司董事兼总裁刘凯列先生获得“民族医药营销标杆

人物” 荣誉称号，公司产品消痛贴膏“发挥藏药优势 聚焦止痛品类”的整合营销模式获评“2018年度中国医

药标杆案例”奖。 

公司下属甘南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获得甘南州总工会 “2018年度工会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公司获得国家税务总局林芝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2018年度A级纳税信用等级”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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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获得证券时报“中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先锋”、“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荣誉称号。 

公司获得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在中国县域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第六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上，公司荣获“助力县域医疗能力提升公

益企业” 荣誉称号。 

公司获得南方周末“2019年度杰出责任报告”奖。 

在全国药店周暨中国医药创新发展大会上，2018年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系列榜单发布，公司荣登“2018

年度中国中药企业百强榜”，位列第45位。 

在西普金奖颁奖盛典上，2019“健康中国·品牌榜”系列榜单隆重揭晓，奇正®品牌蝉联“健康中国•品牌

榜”药品类外用止痛榜单，品牌价值23.42亿。 

公司获得证券时报“中小板价值五十强” 荣誉称号。 

董事长雷菊芳女士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在第十九届中国药店高峰论坛上，奇正消痛贴膏获得止痛膏药类产品“店员推荐率最高品牌” 荣誉称

号。 

公司荣登中国非处方药协会2019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第33位。 

公司获得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医药产业标杆企业”、“社会公益责任大奖”荣誉称号。 

公司荣获中国证券报“2018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女士荣获“2018中国上市公

司金牛领袖奖”。 

在2019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上，“奇正®”荣获2019“中国医药·品牌榜【零售终端】外用镇痛药优

秀品牌”。 

在2019年中国中药品牌建设大会上，公司荣登“2019年度临床价值中成药品牌榜”。 

公司入选“西藏自治区龙头民营企业”。 

公司下属甘南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获得甘肃省扶贫基金会“2019年奉献爱心企业”荣誉称号。 

公司产品消痛贴膏和铁棒锤止痛膏获得“2018-2019家庭常备药上榜品牌（外用止痛药）”荣誉称号。 

新浪财经发布新智汇·2019医药行业年度价值先锋榜，奇正®消痛贴膏获得“2019年度OTC品牌” 荣誉

称号。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贴膏剂 1,049,815,287.54 917,918,124.17 87.44% 13.76% 13.34% -0.32% 

软膏剂 256,056,804.15 227,338,722.18 88.78% 24.81% 23.10% -1.24% 

其他剂型 93,246,530.47 75,481,751.69 80.95% 15.58% 11.40% -3.04% 

其他 3,558,282.02 1,640,261.37 46.10% -21.15% -44.44%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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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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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详见注①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财会[2019] 8号）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

会[2019]9号）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

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注② 

①根据财政部2019年 4 月 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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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 

A、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

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报于“其他应收款”或

“其他应付款”行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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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表日尚未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

中。 

B、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的明细项目；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同

时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自“其他收益”行项目前下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行项目后，并将“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列于“资产减值损失”行项目之前。 

C、根据财会【2019】16号文件，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a、报表格式变化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61,952,038.19 应收票据 536,256,375.71 

应收账款 25,695,662.4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873,757.85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873,757.85 

 

b、报表格式变化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6,314,358.38 应收票据 11,048,049.79 

应收账款 475,266,308.5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5,010,972.8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5,010,972.88 

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17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

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

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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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2019年0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9-027。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95,511,523.6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95,511,523.60 

其他流动资产-银行理

财产品 

摊余成本 26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263,174,214.24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 摊余成本 3,174,214.2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36,256,375.7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536,256,375.7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5,695,662.4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5,695,662.4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7,457,648.0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457,648.0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4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40,000,000.00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8,873,757.85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8,873,757.85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82,135,149.50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82,135,149.50 

b、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88,460,812.42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88,460,812.42 

其他流动资产-银行理

财产品 

摊余成本 2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222,479,461.83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 摊余成本 2,479,461.8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048,049.7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1,048,049.7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75,266,308.5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75,266,308.59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346,577,790.2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46,577,790.2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4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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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工具） 计入当期损益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65,010,972.88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65,010,972.88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20,308,821.61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20,308,821.61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536,256,375.71    

减：转入应收款项融资  536,256,375.7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应收款 10,864,619.87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3,174,214.24   

减：转入其他流动资产  232,757.6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457,648.02 

     

其他流动资产 457,403,905.48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260,000,000.00   

加：自其他应收款（原准则）转入  232,757.6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97,636,663.0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原准则）转入  260,000,000.00   

加：自其他应收款（原准则）转入  3,174,214.24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63,174,214.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    

减：转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0,0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

入 

 40,0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4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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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加：自应收票据（原准则）转入  536,256,375.7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536,256,375.71 

b、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11,048,049.79    

减：转入应收款项融资  11,048,049.79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应收款 349,191,426.39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2,479,461.83   

减：转入其他流动资产  134,174.28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46,577,790.28 

     

其他流动资产 409,546,199.88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220,000,000.00   

加：自其他应收款（原准则）转入  134,174.28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89,680,374.1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原准则）转入  220,000,000.00   

加：自其他应收款（原准则）转入  2,479,461.83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22,479,461.8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    

减：转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0,0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转入 

 40,0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4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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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应收票据（原准则）转入  11,048,049.79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1,048,049.79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6,405,929.40   6,405,929.4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047,396.57   1,047,396.57 

b、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592.10   592.1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9,117,525.42   19,117,525.42 

 

2）会计估计变更 

无 

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

况 

     a、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5,511,523.60 395,511,523.6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3,174,214.24 263,174,214.2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36,256,375.71  -536,256,375.71 

  应收账款 25,695,662.48 25,695,662.48  

  应收款项融资  536,256,375.71 536,256,375.71 

  预付款项 2,860,547.43 2,860,547.4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0,864,619.87 7,457,648.02 -3,406,971.85 

   其中：应收利息 3,406,971.85  -3,406,9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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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0,278,522.07 60,278,522.07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457,403,905.48 197,636,663.09 -259,767,242.39 

流动资产合计 1,488,871,156.64 1,488,871,156.6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85,149,091.00 185,149,091.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15,352,067.93 15,352,067.93  

  固定资产 389,936,148.29 389,936,148.29  

  在建工程 98,440,050.47 98,440,050.47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7,687,370.46 47,687,370.4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33,999.98 133,999.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00,222.56 5,600,222.5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603,115.11 41,603,115.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823,902,065.80 823,902,065.80  

资产总计 2,312,773,222.44 2,312,773,222.4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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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873,757.85 8,873,757.85  

  预收款项 13,424,199.51 13,424,199.51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7,955,623.46 57,955,623.46  

  应交税费 39,888,437.22 39,888,437.22  

  其他应付款 82,135,149.50 82,135,149.5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2,277,167.54 202,277,167.5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5,169,301.60 65,169,301.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487.60 92,487.6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5,261,789.20 65,261,789.20  

负债合计 267,538,956.74 267,538,956.7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6,000,000.00 406,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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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10,941,259.45 410,941,259.4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6,720,332.62 236,720,332.6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75,625,992.18 975,625,992.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2,029,287,584.25 2,029,287,584.25  

  少数股东权益 15,946,681.45 15,946,681.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45,234,265.70 2,045,234,265.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12,773,222.44 2,312,773,222.44  

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

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

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

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2019年0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9-027。 

 

b、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8,460,812.42 88,460,812.42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2,479,461.83 222,479,461.8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1,048,049.79  -11,048,049.79 

  应收账款 475,266,308.59 475,266,308.59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8 

  应收款项融资  11,048,049.79 11,048,049.79 

  预付款项 2,242,659.80 2,242,659.80  

  其他应收款 349,191,426.39 346,577,790.28 -2,613,636.11 

   其中：应收利息 2,613,636.11  -2,613,636.11 

      应收股利    

  存货 54,438,982.33 54,438,982.3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409,546,199.88 189,680,374.16 -219,865,825.72 

流动资产合计 1,390,194,439.20 1,390,194,439.20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85,222,628.70 585,222,628.7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5,684,627.70 25,684,627.70  

  固定资产 75,767,189.80 75,767,189.80  

  在建工程 96,993,815.40 96,993,815.4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4,439,343.85 14,439,343.8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33,999.98 133,999.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2,760.62 1,752,760.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521,107.06 38,521,107.06  

非流动资产合计 878,515,473.11 878,515,473.11  

资产总计 2,268,709,912.31 2,268,709,9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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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5,010,972.88 65,010,972.88  

  预收款项 9,248.30 9,248.30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8,685,494.97 8,685,494.97  

  应交税费 22,677,604.51 22,677,604.51  

  其他应付款 220,308,821.61 220,308,821.6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16,692,142.27 316,692,142.2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8,173,784.65 38,173,784.65  

  递延所得税负债 649.28 649.28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174,433.93 38,174,433.93  

负债合计 354,866,576.20 354,866,576.2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6,000,000.00 406,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11,021,847.94 411,021,847.9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6,720,332.62 236,720,332.62  

  未分配利润 860,101,155.55 860,10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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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3,843,336.11 1,913,843,336.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68,709,912.31 2,268,709,912.31  

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

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

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

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2019年0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9-027。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以新设方式成立甘肃奇正大药行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能够对其实施控制。 

                                                                          

 

 

 

 

                                                                      董事长：雷菊芳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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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