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826

股票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16-001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6】884 号）同意，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易明医药”，证券代码为“002826”。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47,43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9 日起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
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
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
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了审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财务报表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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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115618 号）。本公司在招股说
明书中已披露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06.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

23,029.20

20,839.51

15,972.31

7,813.62

非流动资产

19,192.05

18,930.08

10,869.48

7,496.11

资产合计

42,221.25

39,769.59

26,841.79

15,309.74

流动负债

10,851.87

10,749.46

8,904.63

8,143.26

4,086.50

4,195.00

25.00

-

负债合计

14,938.37

14,944.46

8,929.63

8,143.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282.88

24,825.13

17,912.16

7,166.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282.88

24,825.13

17,912.16

6,502.99

非流动负债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9,896.45

34,699.54

29,072.62

22,110.78

营业利润

2,365.43

4,545.81

2,996.51

1,423.79

利润总额

2,729.37

5,611.91

4,253.44

2,619.46

净利润

2,457.75

5,002.99

3,385.68

2,182.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57.75

5,002.99

3,237.27

1,970.6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6.26

-2,969.12

218.42

5,224.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63

-3,796.41

-6,131.71

-4,556.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2

6,666.60

7,173.57

318.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80.81

-98.06

1,260.28

985.7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95.55

3,814.74

3,912.80

2,652.52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2016 年 1-9 月的经营成果以及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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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无保留结论
的《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405 号）。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及 2016 年 1-9 月的主要经营状况如下：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
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1,692.4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308.87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28,383.56 万元。2016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31,129.22 万元，较 2015 年同期
增加 7,595.63 万元，增幅为 32.2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为 3,518.68 万元，同比增加 847.44 万元，增幅为 31.26%。
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状况、发行人 2016 年 1-9 月已实现的
经营业绩以及后续合同情况等因素，据公司预计，2016 年度营业收入相比上年
度的变动幅度将在 5%-20%之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相比上年度的变动幅度将在 5%-20%之间。（前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
师审计，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瓜蒌皮注射液业务合作及依赖风险
瓜蒌皮注射液为公司与上海医药子公司合作开发产品。根据《药品注册管理
办法》
（2007 年修订并执行至今）的相关规定，药品申请人需持有《药品生产许
可证》并具备该药品相应生产条件，方可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因在申报瓜蒌皮注
射液生产注册批件时，公司尚无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故瓜蒌皮注射液的药品生
产注册批件由上海医药子公司第一生化取得。
第一生化取得瓜蒌皮注射液药品生产注册批件后，公司与上海医药下属子公
司签订了原料采购及产品销售的相关合同及备忘录，逐步形成如下合作模式：公
司负责原材料瓜蒌皮的独家供应；上海医药子公司第一生化采购公司的瓜蒌皮原
材料后，负责瓜蒌皮注射液的生产；根据上海医药内部分工，上海医药另一子公
司信谊医药负责瓜蒌皮注射液的销售工作；信谊医药将除上海、浙江、湖南、青
海、西藏的中国境内独家销售权授予公司，公司负责该产品的推广与对外销售，
合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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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双方约定了瓜蒌皮注射液的销售指标，并于每年第四季度按照当年的销
售情况以及预计下一年的市场情况，共同协商下一年度的销售指标。
公司与上海医药子公司信谊医药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签署了《药品经销
合同（区域型）》、《药品经销合同》，上述合同约定了瓜蒌皮注射液 2015 年
至 2022 年的销售任务，分别为 400 万支、600 万支、800 万支、1,000 万支、1,200
万支、1,500 万支、1,800 万支、2,000 万支；若公司未能完成相关销售指标，信
谊医药可通过书面通知解除公司瓜蒌皮注射液的独家经销权。
《药品经销合同（区域型）》、《药品经销合同》约定的销售指标系双方根
据瓜蒌皮注射液中标省份及中标价格的预计情况共同协商确定。鉴于实际运行
中，各省招投标进度延后，未达到公司和信谊医药的预期，合同中关于瓜蒌皮注
射液销售指标的约定未实际执行，实际采购量与原合同约定的计划数量有较大差
异。经协商，双方认为实际采购量符合市场的现实情况，同意继续执行合同，并
确立了销售指标的调整机制，即每年于第四季度确认当年的销售指标，并参照当
年的销售情况预计下一年的市场情况，共同协商下一年度的产品采购计划。
经上海医药内部审核，2016 年 6 月，公司与信谊医药签署《关于〈药品经
销合同（区域型）〉、〈药品经销合同〉的备忘录》，对双方实际合作过程中瓜
蒌皮注射液销售指标的调整机制予以确认，同时确认瓜蒌皮注射液 2015 年度、
2016 年度的销售指标分别为 338 万支、360 万支。2015 年度发行人实际采购 338.78
万支，完成了销售指标。2016 年 1-6 月，发行人实际采购 120.23 万支（含福建
省客户直接向第一生化采购的 17.39 万支）。
关于瓜蒌皮注射液业务，发行人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风险：
1、瓜蒌皮注射液依赖风险
报告期内，瓜蒌皮注射液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57.25%、
61.57%、57.59%和 53.51%，毛利占比分别为 72.42%、70.97%、63.04%和 59.66%。
若未来瓜蒌皮注射液的销售下滑或竞争力下降，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
2、与上海医药业务合作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医药子公司依据双方签署合同和备忘录的约定进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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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从未产生纠纷。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若公司未能完成相关销售指标，上海医药子公司可通过
书面通知解除公司瓜蒌皮注射液的独家经销权。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双方协商确
定的瓜蒌皮注射液指标，若未来出现不能完成销售指标的情形，上海医药子公司
存在终止业务合作的可能。除此之外，上海医药子公司违约终止履行合同或合同
到期后不续约，公司瓜蒌皮注射液业务也将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
报告期内，由于瓜蒌皮注射液在各省的招投标情况未达预期，合作双方初始
确定的销售指标并未实际执行。合作双方建立了销售指标的调整机制，并对 2015
年、2016 年的销售指标予以调整。销售指标调整后，合作双方对原材料供应、
生产计划安排、产品营销布局等工作进行了相应调整。若未来产品市场出现不利
变化，合作双方无法及时应对，将对公司瓜蒌皮注射液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3、瓜蒌皮注射液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瓜蒌皮注射液为中药注射剂，药品监管部门对中药注射液剂有严格的质量标
准。目前，公司负责瓜蒌皮注射液原材料的独家供应和产品销售，上海医药子公
司第一生化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未来若瓜蒌皮注射液在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
存储、运输及使用等过程中出现差错，可能影响瓜蒌皮注射液的产品质量，甚至
导致医疗事故。若未来瓜蒌皮注射液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将对瓜蒌皮注射液的销
售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二）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的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司每年将新增小容量注射剂产能 400 万支及青
稞茶系列健康产品产能 3,400 万袋。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为公司第三方合作药品，公司拥有该药品的相关专利、商
标以及新药注册证书，因在申报盐酸纳美芬注射液生产注册批件时，公司尚无小
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故该药品生产注册批件由合作方西安利君取得。目前该药品
由西安利君生产，公司负责全国的独家销售。根据易明药业、维奥制药、西安利
君三方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公司建成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后，三方将共同
申请变更该药品生产注册批件至维奥制药，西安利君停止该产品生产。
目前来看，公司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建成后，能够生产的品种仅有盐酸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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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注射液，报告期内公司该药品的市场份额呈快速增长态势，未来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该药品的市场推广工作，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将加大新药研发和引进
的力度，争取及早取得其他小容量注射剂药品的生产注册批件。尽管公司已制定
上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计划，但未来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投产后，短期内仍存
在阶段性闲置的可能。
此外，青稞茶系列健康产品为公司新产品，公司在项目立项前对该产品市场
前景进行了充分调研和全面论证，但公司仍面临着市场开拓的风险。
（三）税收优惠政策调整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母公司作为注册
在西藏的医药企业，较内地企业享有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
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五、税项”之“（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公司依法享有税收优惠的金
额分别为 132.24 万元、455.87 万元、734.56 万元和 451.63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 5.05%、10.72%、13.09%和 16.55%，税收优惠提升了公司的利
润水平。如未来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及子公司不再享受企业所
得税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将对公司的利润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四）政府补助政策调整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享受一定的政府补助，特别是母公司作为注册地在
西藏的医药企业，享有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返还的企业发展金，具体情况详见本
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盈利能力分析”之“（四）
经营成果及变化分析”之“3、资产减值损失和营业外收支”。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公司依法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1,310.00
万元、1,259.72 万元、1,162.62 万元和 402.20 万元，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50.01%、29.62%、20.72%和 14.74%，政府补助提升了公司的净利润水平。如
未来政府补助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及子公司不再享受政府补助相关政策，将
对公司的利润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五）药品质量安全风险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药品本身的质量直接关系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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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流程长、工艺复杂、流通及使用有严格要求等特殊性使其质量受较多因素
影响。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存储、运输及使用等过程中若出现差错，可能使
产品发生物理、化学等变化，从而影响产品质量，甚至导致医疗事故。若未来公
司产品发生质量问题，将对公司的品牌及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公司主要经营品种被其他药品替代、淘汰的风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药品研究的深入，药品将不断更新
换代，新药品替代、淘汰现有药品是医药行业发展的趋势。公司自主生产和销售
的主要药品有适用于糖尿病的国内首仿药米格列醇片、适用于乳腺增生的红金消
结片以及适用于骨关节炎和抗风湿的醋氯芬酸肠溶片，发行人与第三方合作的主
要药品有适用于治疗痰浊阻络证冠心病的中药注射剂瓜蒌皮注射液、用于选择性
硬膜外或腰麻下剖腹产手术后预防子宫收缩乏力和产后出血的国内首仿药卡贝
缩宫素注射液以及新一代阿片受体拮抗剂盐酸纳美芬注射液。在公司上述品种适
用领域，若未来出现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的药品，公司主要经营品种存在被替
代、淘汰的风险。
（七）“两票制”推行带来的风险
2016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
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6〕26 号），该通知提出优化药品购销秩序，
压缩流通环节，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药品生产企
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目前综合医改试
点省市区共有 11 个，分别为安徽省、福建省、江苏省、青海省、陕西省、上海
市、浙江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目前，上述试点省份中仅福建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两票制”。安徽省、陕
西省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 月在辖区公立医院实行“两票制”；湖南
省、四川省已在其省政府下发的《2016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中提出推行“两票制”的要求。此外，四川在制定“两票制”政策时，提出在条
件成熟的地方推行“两票制”，并未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两票制”政策的
推行尚处于论证和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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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票制”在福建省实施后，根据政策变化，公司与上海医药适时调整了福
建省的销售方式，公司不再直接对福建省客户销售，但公司仍负责该产品在福建
省的市场推广服务工作，并由公司指定客户按照公司确定的数量直接从上海医药
子公司第一生化进行采购，公司向上海医药另一子公司信谊医药按支收取该产品
的推广服务费。
该模式下，公司不再确认瓜蒌皮注射液产品的销售收入，对于第一生化直接
销售给福建省客户的瓜蒌皮注射液产品所对应的瓜蒌皮原材料，公司在销售给第
一生化时直接确认原材料销售收入，同时，公司确认推广服务费收入。原材料销
售毛利和推广服务费收入保证了公司在调整业务模式后的盈利水平。
未来若其他综合医改试点省份推行与福建省相同或相似的“两票制”政策，
公司第三方合作品种及其它经销品种在该等省份的业务模式将参考福建省现行
模式作相应调整。若公司不能根据“两票制”政策变化适时调整业务模式，公司
第三方合作品种及其它经销品种的经营将受到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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