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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凤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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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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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71,194,704.98   646,360,853.27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7,570,952.83   555,435,545.87  3.9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6,421,568.32 -31.97% 264,872,982.95 -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87,118.13 10.72% 33,518,606.96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255,047.81 8.22% 31,800,053.05 -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44,728.32 68.08% 23,746,281.34 9,68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5.00% 0.18 -2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5.00% 0.18 -2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1.82% 5.86% -7.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2,638.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7,344.86 

2017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主要包括：四川省技术改造和转

型升级专项 （技术改造方向）资金

12.75 万元；四川省药品生产线异地

技术改造项目 2.7 万元；西藏自治

区科学技术厅专利奖励 8.82 万元；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专项资

金 39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546,638.76 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4,593.71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3,474.46  

合计 1,718,553.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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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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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帆 境内自然人 26.75% 50,744,682 50,744,682 质押 6,150,000 

西藏华金天马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9% 22,365,957 22,365,957   

周战 境内自然人 7.57% 14,361,702 14,361,702 质押 11,660,000 

尚磊 境内自然人 5.05% 9,574,468 9,574,468 质押 2,870,000 

嘉兴天星海容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 8,444,681 8,444,681 质押 6,890,000 

西藏嘉泽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 8,444,681 8,444,681   

金小平 境内自然人 4.04% 7,659,574 7,659,574   

庞国强 境内自然人 3.03% 5,744,681 5,744,681 质押 4,060,000 

西藏易家团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4,050,000 4,050,000   

西藏易水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3,240,000 3,24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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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10,102 人民币普通股 710,10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6,874 人民币普通股 526,874 

郭大可 506,261 人民币普通股 506,261 

邱勤荣 406,222 人民币普通股 406,222 

张忠良 2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400 

李继红 257,018 人民币普通股 257,018 

陈志新 216,628 人民币普通股 216,628 

关志泉 2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400 

郎钧昌 2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000 

张峰 190,385 人民币普通股 190,3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高帆作为西藏易家团及西藏易水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

制本公司股份 729 万股，间接控制比例 3.84%。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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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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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主要数据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的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金额 比重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123,698,414.50 281,321,873.11 -157,623,458.61 -56.03% 说明（1） 

预付款项 38,146,668.43 21,298,001.95 16,848,666.48 79.11% 说明（2） 

其他应收款 28,323,693.57 19,625,830.19 8,697,863.38 44.32% 说明（3） 

其他流动资产 121,149,968.94 591,860.47 120,558,108.47 20369.35% 说明（4） 

在建工程 4,038,187.74 1,956,170.00 2,082,017.74 106.43% 说明（5） 

开发支出 18,471,114.04 13,860,198.05 4,610,915.99 33.27% 说明（6） 

长期待摊费用 1,617,755.31 272,769.49 1,344,985.82 493.09% 说明（7）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82,952.03 1,181,416.20 3,701,535.83 313.31% 说明（8） 

应付账款 8,595,006.14 14,299,972.96 -5,704,966.82 -39.89% 说明（9） 

其他应付款 49,766,772.15 36,181,055.60 13,585,716.55 37.55% 说明（10） 

递延收益 2,185,499.93 1,530,000.00 655,499.93 42.84% 说明（11）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变动金额 比重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 36,894.66 3,707,256.18 -3,670,361.52 -99.00% 说明（12） 

资产减值损失 -1,350,650.59 2,102,449.21 -3,453,099.80 -164.24% 说明（13） 

投资收益 1,546,638.76 36,553.42 1,510,085.34 4131.17% 说明（14） 

其他收益 657,344.86 - 657,344.86 100.00% 说明（15） 

营业外收入 108,108.09 8,764,209.07 -8,656,100.98 -98.77% 说明（16）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变动金额 比重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746,281.34 242,741.88 23,503,539.46 9682.52% 说明（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0,544,953.70 -11,913,637.76 -158,631,315.94 1331.51% 说明（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24,786.25 -3,615,152.60 -7,209,633.65 199.43% 说明（19） 

 

2、变动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约 1.58亿元，主要系本期末尚余未到期的保本短期理财产品 1.2亿元，以及本期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入，其中主要为营销网络整合及建设项目中购买位于成都的营销中心办公房屋及装修费用约 2,6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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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给供应商的购货款及推广机构的服务款项，本期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公司响应国家“两票

制”等政策，整合营销队伍及渠道，甄选大型稳定的专业推广机构开展合作，以加强专业化的市场推广、学术推广，

预付给推广机构的服务款项较往期增长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主要系在国家“两票制”政策影响下，供应商存在收款账期，公司向供应商增加支付相应的

发货保证金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约 1.2亿元，主要系本期末尚余未到期的保本短期理财产品 1.2亿元； 

（5）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约 200 万元，主要系本期实施藏药生产基地药品库房项目及募投项目“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及配

套仓库和研发中心项目”的工程投入； 

（6）开发支出较期初增长约 460万元，全部系本期一致性评价工作相关投入； 

（7）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长 134 万元主要系本期发生了募投项目“营销网络整合及建设项目”中新购位于成都的营销中

心办公房屋装修费用 100余万元及位于拉萨办公楼的装修费用等； 

（8）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 370 余万元，主要系子公司维奥制药本期末尚未结转的工程款项、购买设备款项以及品种

转移注册等款项； 

（9）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570余万元，主要系子公司维奥制药支付搬迁改造工程及设备质保金尾款； 

（10）其他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37.55%，主要系本期公司主要产品米格列醇片（奥恬苹）、瓜蒌皮注射液（新通）及红金

消结片（美消丹）进入 2017 版全国医保目录，新开展业务地区收取的货款保证金及市场保证金；  

（11）递延收益较期初增长，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维奥制药新增收到四川省药品生产线异地技术改造项目政府补助 81万元；  

（1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99.00%，主要系上年同期财务费用中包含 5,000 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支出、担保费用，该

笔借款已于 2016年末偿还，本期财务费用中已不含相应借款产生的利息等支出； 

（1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子公司维奥制药搬迁计提部分产品的存货减值准备，本期已确认此笔损失，

转回减值准备； 

（1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50余万元，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15）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主要系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重分类本项目以及本期新增的政府补助； 

（16）营业外收入主要为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收到地方政府发放的企业发展金，本期暂未收到该类

款项，故相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较大所致；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1.2 亿元及购买固定资产、支付工程

款项等逾 4,000万元等所致；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分配2016年度现金股利1,138.32万元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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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3.16% 至 8.3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700 至 6,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35.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全线进入 2017 版国家医保目录后，公司确

定了聚焦心血管、糖尿病及妇科、产科产品线，以及集中资源发展高毛利

产品，逐步剥离纯代理经销及低毛利产品的战略，并据此调整市场布局，

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在报告期内主要体现为加快营销中心及各地办事处建

设、人员队伍优化、升级、扩充，加大精细化、专业化的市场推广、学术

推广力度，深入掌控渠道和终端，为公司经营产品未来增长夯实基础，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报告期内，除完成位于成都的营销中心总部的

购置及入驻外，还设立了北京、成都、沈阳、呼和浩特、郑州、石家庄等

省级办事处。公司正持续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将尽快实现全国范

围内的办事处全覆盖。上述项目的投入对本期销售费用有一定影响，整体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报告期内公司除延续现有多潘立酮片、氯雷他定片、阿奇

霉素胶囊、蒙脱石散、米格列醇片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外，又引进了一系列

新产品及新启动了卡托普利片、盐酸二甲双胍片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上述

产品引入及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投入在短期内会对报告期利润产生一定影

响，但长期看来，将逐步提升自产产品竞争力，对企业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在公司的战略调整下，部分主要产品已突显成效，较上年同期增长显

著，如新进国家医保目录的中药产品瓜蒌皮注射液（新通®）、红金消结片

（美消丹®）及传统产品醋氯芬酸肠溶片（维朴芬®）同比销售均有显著增

长。化学药米格列醇片（奥恬苹®）及卡贝缩宫素注射液（易明®鑫诺舒®）

截至报告期已基本完成市场调整及布局，销售有望逐步提升。公司预计 2017

年净利润在 6,000 万元以内（同比增幅 8.38%以内）。但由于公司在人才引

进，营销团队及办事处建设、市场和学术推广方面需要长期稳定的费用投

入，出于审慎考虑，公司参照本年已发生费用率估算，2017 年净利润将会

在上述预测基础上降低 2,300 万元，因此公司预计 2017 年净利润变动区间

为 3,700 万元（-33.16%）至 6,000 万元(8.38%)。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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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帆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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