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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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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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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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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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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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正藏遇足浴丸

“五味甘露”记载于藏医药经典著作一一《四部

医典》，是藏药浴疗法的基础配方，具有适用范

围广、养生功能确切等特点，是藏区百姓常用的

藏医特色外用保健方剂。 藏医药浴疗法至今已

有

1000

多年历史， 于

2018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奇

正藏遇足浴丸传承西藏本草“外治法”，在藏药

浴基础方“五味甘露”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人

群的适宜性研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优化组方、

改进工艺精心研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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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476,213,803.54 1,402,676,904.18 5.24% 1,213,209,06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700,557.01 364,254,312.93 11.38% 318,767,00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471,511.96 303,016,185.35 13.68% 275,434,56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651,601.56 405,951,978.30 -41.21% 499,396,88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7675 0.6893 11.34% 0.6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7675 0.6893 11.34% 0.6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1% 17.18% -0.17% 16.4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459,100,471.49 2,984,122,442.23 49.43% 2,312,773,22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18,151,993.84 2,245,540,256.32 16.59% 2,029,287,5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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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16,037.10 459,677,607.62 402,994,733.94 461,225,42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730,150.83 172,494,380.41 103,352,032.56 81,123,99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637,789.07 118,871,066.76 102,499,873.90 73,462,78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8,812,974.85 78,540,505.60 -142,888,578.66 -15,813,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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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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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奇正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68.74%

364,546,

473

质押

40,330,000

西藏宇妥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8.55% 98,395,215

质押

11,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4% 3,909,157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1% 583,882

朱素勤

境内自 然

人

0.11% 575,216

于春凌

境内自 然

人

0.11% 557,500

刘凯列

境内自 然

人

0.09% 467,401 350,551

施建云

境内自 然

人

0.09% 452,080

冻结

452,080

叶伟

境内自 然

人

0.07% 389,067

张俊英

境内自 然

人

0.07% 34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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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朱素勤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75,216

股； 股东张俊英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34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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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新冠疫情猝然而至，在全球快速蔓延，疫情警报一经拉响，公司第一时间投入抗击疫情的洪流中，紧急生产“防

瘟”藏药流感丸、九味竺黄散，运达武汉，供部分一线医护人员服用。疫情对整体医药市场都产生了影响，对公司业绩也带来挑

战。与此同时，国家新医改进一步深化，4+7带量采购全国实施、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医药领域面临较大的变革。

2020年，疫情之下的公司经营稳中有序，“一轴两翼三支撑” 战略持续推进，从建立单一领域治疗优势向多学科领域进

军，大力发展藏医药特色治疗优势，做强镇痛领域的同时，着重发展妇儿领域，进一步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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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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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启动奇正藏医药互联网

大健康营销平台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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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于逆境中拼搏奋进，在做好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积极组织复工复产，进一步加强管理，开源节流，应对疫情及行业变革带来的业绩挑战。一方面在进一步加大城市覆

盖和渠道下沉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进数字化营销转型，布局新媒体营销，扩大电商平台销售，拓展O2O新零售业态，加快第三

终端的销售推进；另一方面加大不同治疗领域新产品的上市力度和效率，以精细化管理强化组织建设和团队执行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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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21.3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24%； 实现营业利润45,727.9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3.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0,570.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8%。

渠道方面，传统渠道在疫情期间受到巨大冲击，医院和药店人流量大幅下降，看病和购药均极大受限。尽管面临挑战，公

司营销团队迎难而上，通过学术营销和品牌营销的强化，结合精准的资源投入和高效的执行力，进一步推动渠道下沉，加快二

三线市场的有效终端覆盖，同时积极推动新渠道拓展，一方面加大电商渠道的营销推广，除继续保持与阿里、京东、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的合作关系外，开拓小红书、抖音等电商渠道，借助时下风靡的直播趋势，组织搭建电商直播体系，涉足社交电商领

域，运营品牌账号、与达人合作，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线上渠道矩阵。另一方面迅速组建新零售业务团队，深化新零售平台战略

合作，与品牌连锁携手拓展O2O新零售发展路径。报告期内，公司不仅实现了医院和零售传统渠道的双增长，也取得了电商平

台和O2O新零售新渠道的业绩的大幅增长。

产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做强镇痛” 、发展二三梯队的产品战略取得有效成果。公司一方面积极推动“做强镇痛” 的核

心战略进一步落地，核心产品消痛贴膏通过渠道下沉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围绕“疼痛一体化解决方案” 而推出的新产品一一

铁棒锤离散贴以“关节止痛绷”的差异化定位，解决了消费者关节贴不牢的痛点，与竞品形成有效区隔，通过上市会、培训会、

消费者体验等活动快速切入市场，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另一方面，围绕发展二三梯队产品一一做大妇科领域市场的战略

目标，公司加大了独家品种红花如意丸的拓展力度，取得了销量的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公司多款产品进入西藏、青

海、甘肃抗疫药品目录，为抗击疫情提供治疗方案，“护肺”家族呼吸系统产品表现突出。“善胃” 家族消化系统口服藏成药产

品通过持续的藏医药培训、社区患者教育，销售业绩也增长明显。公司电商平台以疼痛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原点进行新品开发，

上线“奇正藏遇足浴丸” ，尝试为消费者提供多种产品立体化解决疼痛问题。

学术营销方面，在疫情的催化下，公司加快了营销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实现了线上线下整合学术营销传播，通过奇正医学

之声、空中课堂等多种线上平台开展学术项目、传播医学信息，结合线下学术会议、患教义诊等活动，构建医一一药、医一一患

多元沟通渠道，为高效触达医生患者奠定基础。2020年全年共组织骨科、皮肤科、妇科、康复科、疼痛科等专家开展线上讲座80

余场，累计观看人数4万余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临床价值及治疗优势得到更多认可，多个产品进入指南、共识。消痛贴膏

成功入选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骨关节炎病证结合诊疗指南》、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指南》（第三册）

和《中医整脊临床诊疗指南》、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中成药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标

准化项目组《中成药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应用指南》以及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膝关节炎中医诊疗指南》。红

花如意丸进入《中成药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标准化项目组《中成药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临床应用指南》推荐用

药。青鹏软膏成功进入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指南》（第三册）、《中成药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标准化

项目组《中成药治疗湿疹临床应用指南》。白脉软膏进入中华中医药学会《面瘫病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指南》推荐用药。

品牌营销方面，公司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学术营销与专业医生和患者进行沟通交流，提升学术影响力，树立企业在医疗市

场的品牌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多维互联网传播矩阵，精准触达目标消费者，线下塑造品牌的价值主张，线上实现精准触达

及高转化，构建线上线下全时全域全场景新营销模型。在电商渠道，通过自媒体平台及内容矩阵的构建，形成有效的内容传

播，加大了品牌的曝光度，提升了公司产品的认知度及销量；打造品牌与粉丝互动体系，提升了品牌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在

零售渠道，通过与腾讯合作，在CBA赛事直播中植入品牌广告，提高了目标人群对产品的知晓度和认知度。加大在新零售领域

的探索力度，布局线上消费者内容传播触点矩阵及交易触点矩阵，推动品牌数字化及品牌适度年轻化。与多家品牌连锁客户

启动新零售业务合作，借助数字媒体精准传播，实现消费者触达及交易人次大幅增长。

市场准入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红花如意丸和如意珍宝片双产品进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为后续市场开发拓展了空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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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公司1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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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版）》，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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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供应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绿色智能制造” 战略项目一一“奇正藏药医药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按计划开工建设。公

司完成所有产品再注册并取得再注册生产批件。生产上市铁棒锤离散贴等10个新品规产品，为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支

持。与此同时，不断优化采购策略持续控制采购成本，公司战略产品药材基地化采购率不断提高。

研发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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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以未被满足的刚性临床需求为导

向，探求现有产品不可替代的临床价值和合理用药方法。围绕疼痛一体化战略推进产品开发和对资源的可持续性研究。开展

藏医“黄水病”“白脉病”基础理论研究和藏药治疗优势病种的系列临床研究。与此同时，公司不断提升研发效率和质量，整

合研发资源优势形成研发合力，研发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顺利落地实施，进一步推动新型研发组织建设和能力提升，

完善了研发激励和人才评估机制建设。公司核心品种白脉软膏和如意珍宝片被纳入国家十三五科技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重点专项的研究课题，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首个围绕挖掘藏医药治疗优势、探索藏药治疗神经系统重大疾病的示范开发

研究课题，报告期内研究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临床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认可，公司共有多项产品相关的研究成果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收录期刊（SCI期刊）录用。其中，白脉软膏联合推拿在卒中患者中的应用被《Annals�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Neurology》

（影响因子4.656） 录用。 五味甘露药浴用于卒中后痉挛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被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影响因子4.899） 录用。 此外， 消痛贴膏在 “中成药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系统综述” 中被推荐， 并发表在

《Osteoarthritis� and� Cartilage》杂志（影响因子4.793），该杂志为骨科SCI顶级期刊；同时该综述还被2020年国际骨关节炎学会

（OARSI）学术年会录用。白脉软膏治疗脑瘫的机理研究刊登于《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消痛贴膏和红花如意丸

的临床研究结果也分获SCI期刊收录。公司牵头的《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防治养系列藏药研发》项目获得西藏藏医药管理局局

级课题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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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外用制剂新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持续进行中。

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参与藏药防治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促进藏药在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的应用并取得一定成果。

根据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藏医药防治方案》，公司与甘肃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合作开展的催汤颗

粒、流感丸和仁青芒觉胶囊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真实世界研究，开藏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研究先河。

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施的多元化激励进一步深化，人才供应链建设持续加强，信息系统不断完善持续为运营管理

赋能，组织活力进一步激活。人力资源方面，通过专业任职资格标准建设和人才盘点，清晰员工职业发展通道。通过持续改善

和优化基于价值创造的科学分配机制，完成研发创新奖励办法，进一步优化营销体系奖金政策，推出针对销售骨干的新一期

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激发研发和营销一线团队积极性。通过持续的人才培养计划，提升管理者的领导力，通过系统化的校园招

聘，打造人才蓄水池。财务方面，全面启动财务信息化建设，引入信息化建设项目咨询，完善现有财务制度、升级信息系统功

能，有效管控风险的同时提升了工作效率。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实施精细化管理，强化财务服务职能，提升客户满意度，为企业

决策提供支撑；运营数据平台建设方面，持续开展公司运营数据共享中心建设，完成公司主数据的搭建，建立营销、制造、财务

等21个主数据库，不断提高数据治理及管理水平，提升公司运营效能。与此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体系建设，重点加强了

采购与付款内控流程，强化采购计划控制，提升业务效率。

在投融资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引进并储备了涵盖妇儿、心脑血管、消化、呼吸等十几个领域的近60个中藏药产品，进

一步丰富了产品线、拓宽了治疗领域，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品种基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

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66号）核准，公司成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总额8亿元，为奇正藏药医药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助力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社会荣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公司荣获国家税务总局林芝市税务局颁发的“2019年度A级纳税信用等级”荣誉称号。

在西普金奖颁奖盛典礼上，2020“健康中国·品牌榜”价值排行榜揭晓，奇正?品牌位列第35位，品牌价值27.46亿。

在2020西普会“逐日·使命一一致敬担当者”大型表彰活动中，公司荣登“心怀大爱，战疫担当” 企业表彰名单。

在全国药店周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年会上，2019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系列榜单发布，公司荣登“2019年度中国中药企

业TOP100排行榜” ，位列第42位。

公司在“第14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 中荣获“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奖” 。

公司在第四届CSR中国教育奖评选中荣获“最佳年度CSR品牌” 和“最佳CSR战略奖” 两项殊荣。

公司在“2020中国医药十大营销案例”颁奖盛典上荣获“2020中国医药营销年度创新奖” 。

公司产品奇正?消痛贴膏和奇正?铁棒锤止痛膏荣获“2019-2020家庭常备药上榜品牌（外用止痛药）”荣誉称号。

公司被21世纪经济报道授予2020中国大健康产业「阳光」一一行业标杆企业奖。

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百家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受邀参与发起“中国工业通

信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倡议” 。

公司在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论坛暨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上荣获“2019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奖” 。

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女士被评为“20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先锋” 。

在第二十届中国药店高峰论坛上，奇正?消痛贴膏和奇正?铁棒锤止痛膏荣获止痛膏药类产品“店员推荐率最高品牌” 荣

誉称号。

在2020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暨米房会年会上，奇正消痛贴膏荣登2020“中国医药·零售终端外用镇痛药品牌榜” 。

公司荣获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2019年西藏自治区民营企业20强”荣誉称号。

公司荣获全国工商联颁发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荣誉称号。

因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突出，公司获得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抗疫集体”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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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945,

587.20

964,332,858.80 87.43% 5.06% 5.06% -0.01%

软膏剂

251,844,751.83 214,325,764.94 85.10% -1.64% -5.72% -3.68%

其它剂型

108,036,436.59 84,869,796.29 78.56% 15.86% 12.44% -2.39%

保健品

6,786,212.46 3,172,171.21 46.74%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

6,600,815.46 2,780,708.68 42.13% 85.51% 69.53%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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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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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财会

[2017] 22

号，简称

"

新收入准则

"

）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详见注

①

A、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04月27日审议通过，本公司于2020年1月

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

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

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一一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01

月

01

日（变更后）金额 调整数 调整数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46,750,

864.34

901,265,437.89

1,346,750,

864.34

901,265,437.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278,776.22 32,278,776.22 32,278,776.22 32,278,776.22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0,617,549.31 26,094,708.60 50,617,549.31 26,094,708.60

应收款项融资

627,682,767.47 14,297,439.32 627,682,767.47 14,297,439.32

预付款项

2,407,887.54 1,474,915.71 2,407,887.54 1,474,915.71

其他应收款

5,885,467.29 388,544,227.40 5,885,467.29 388,544,227.4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61,994,202.32 48,794,299.46 61,994,202.32 48,794,2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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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0,249.40 4,503,452.05 7,750,249.40 4,503,452.05

流动资产合计

2,135,367,

763.89

1,417,253,256.65

2,135,367,

763.89

1,417,253,

256.65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85,149,091.00 622,535,175.34 185,149,091.00 622,535,1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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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4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14,309,506.64 23,908,384.02 14,309,506.64 23,908,384.02

固定资产

524,999,860.24 217,007,707.20 524,999,860.24 217,007,707.20

在建工程

20,722,169.01 14,540,242.01 20,722,169.01 14,540,242.0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5,746,289.72 13,301,805.17 45,746,289.72 13,301,805.1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0,400.06 80,400.06 80,400.06 80,400.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43,444.82 2,904,584.83 8,843,444.82 2,904,584.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03,916.85 3,095,842.80 8,903,916.85 3,095,842.8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8,754,678.34 937,374,141.43 848,754,678.34 937,374,141.43

资产总计

2,984,122,

442.23

2,354,627,398.08

2,984,122,

442.23

2,354,627,

398.0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187,500.00 300,187,5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0,192,148.01 74,162,507.60 20,192,148.01 74,162,507.60

预收款项

37,503,730.57 41,362.10

-37,503,

730.57

-41,362.10

合同负债

33,189,434.30 36,603.63 33,189,434.30 36,603.63

应付职工薪酬

72,089,279.51 13,103,518.32 72,089,279.51 13,103,518.32

应交税费

42,328,753.63 25,179,923.96 42,328,753.63 25,179,923.96

其他应付款

181,828,602.68 76,561,462.45 181,828,602.68 76,561,462.4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23,903.26 923,903.26 923,903.26 923,903.2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4,314,296.27 4,758.47 4,314,296.27 4,758.47

流动负债合计

654,130,014.40 189,048,774.43 654,130,014.40 189,048,7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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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82,209.53 39,007,726.57 67,782,209.53 39,007,726.5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8,229.26 205,653.44 288,229.26 205,653.4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8,070,438.79 39,213,380.01 68,070,438.79 39,213,380.01

负债合计

722,200,453.19 228,262,154.44 722,200,453.19 228,262,154.44

股东权益：

股本

530,180,979.00 530,180,979.00 530,180,979.00 530,180,97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7,886,092.30 457,966,680.79 457,886,092.30 457,966,680.79

减：库存股

32,113,640.59 32,113,640.59 32,113,640.59 32,113,640.59

其他综合收益

1,232,206.53 1,232,206.53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72,895,908.11 272,895,908.11 272,895,908.11 272,895,908.11

未分配利润

1,015,458,

710.97

897,435,316.33

1,015,458,

710.97

897,435,316.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2,245,540,

256.32

2,245,540,

256.32

少数股东权益

16,381,732.72 16,381,732.72

股东权益合计

2,261,921,

989.04

2,126,365,243.64

2,261,921,

989.04

2,126,365,

243.6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

计

2,984,122,

442.23

2,354,627,398.08

2,984,122,

442.23

2,354,627,

398.08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是否需要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科目

√ 是 □ 否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1

月

0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46,750,864.34 1,346,750,864.3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278,776.22 32,278,776.22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0,617,549.31 50,617,549.31

应收款项融资

627,682,767.47 627,682,767.47

预付款项

2,407,887.54 2,407,887.5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5,885,467.29 5,885,467.2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1,994,202.32 61,994,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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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0,249.40 7,750,249.40

流动资产合计

2,135,367,763.89 2,135,367,763.8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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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9,506.64 14,309,506.64

固定资产

524,999,860.24 524,999,860.24

在建工程

20,722,169.01 20,722,169.0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5,746,289.72 45,746,289.7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0,400.06 80,400.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43,444.82 8,843,444.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03,916.85 8,903,916.85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8,754,678.34 848,754,678.34

资产总计

2,984,122,442.23 2,984,122,442.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187,500.00 300,187,5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0,192,148.01 20,192,148.01

预收款项

37,503,730.57 -37,503,730.57

合同负债

33,189,434.30 33,189,4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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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9,279.51 72,089,279.51

应交税费

42,328,753.63 42,328,753.63

其他应付款

181,828,602.68 181,828,602.6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23,903.26 923,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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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4,296.27 4,314,296.27

流动负债合计

654,130,014.40 654,130,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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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82,209.53 67,782,209.53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8,229.26 288,229.26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8,070,438.79 68,070,438.79

负债合计

722,200,453.19 722,200,453.1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30,180,979.00 530,180,97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7,886,092.30 457,886,092.30

减：库存股

32,113,640.59 32,113,640.59

其他综合收益

1,232,206.53 1,232,206.53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72,895,908.11 272,895,908.1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15,458,710.97 1,015,458,710.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245,540,256.32 2,245,540,256.32

少数股东权益

16,381,732.72 16,381,732.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61,921,989.04 2,261,921,989.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984,122,442.23 2,984,122,442.23

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 22号，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作为境内上

市企业，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 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2020年4月27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公告编号：2020-04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1

月

0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01,265,437.89 901,265,437.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278,776.22 32,278,776.22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6,094,708.60 26,094,708.60

应收款项融资

14,297,439.32 14,297,439.32

预付款项

1,474,915.71 1,474,915.71

其他应收款

388,544,227.40 388,544,227.4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48,794,299.46 48,794,2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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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3,452.05 4,503,452.05

流动资产合计

1,417,253,256.65 1,417,253,256.65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22,535,175.34 622,535,1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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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08,384.02 23,908,384.02

固定资产

217,007,707.20 217,007,707.20

在建工程

14,540,242.01 14,540,242.0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3,301,805.17 13,301,805.1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0,400.06 80,400.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04,584.83 2,904,584.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95,842.80 3,095,842.8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37,374,141.43 937,374,141.43

资产总计

2,354,627,398.08 2,354,627,398.0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4,162,507.60 74,162,507.60

预收款项

41,362.10 -41,362.10

合同负债

36,603.63 36,603.63

应付职工薪酬

13,103,518.32 13,103,518.32

应交税费

25,179,923.96 25,179,923.96

其他应付款

76,561,462.45 76,561,462.4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23,903.26 923,903.2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4,758.47 4,758.47

流动负债合计

189,048,774.43 189,048,7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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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7,726.57 39,007,726.5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5,653.44 205,653.4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9,213,380.01 39,213,380.01

负债合计

228,262,154.44 228,262,154.4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30,180,979.00 530,180,97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7,966,680.79 457,966,680.79

减：库存股

32,113,640.59 32,113,640.59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72,895,908.11 272,895,908.11

未分配利润

897,435,316.33 897,435,316.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26,365,243.64 2,126,365,243.6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54,627,398.08 2,354,627,398.08

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 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 22号，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

业，于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公告编号：2020-044。

4）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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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雷菊芳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287� � � � �股票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1-030

债券代码：128133� � � �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1年4月14日以现场形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2、公司于2021年4月9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3、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为7人，实到7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女士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

公司独立董事杜守颖、王凡林、王玉荣、吴清功、李春瑜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上

做述职报告。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0年度会计报表已经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勤万信” ）出具了勤信审字【2021】第

079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621.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570.0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1.38%。

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

保荐” ）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0年度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2），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核查意见》。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

员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1-033）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年度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勤万信出具的勤信审字【2021】第0793号，公司2020年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82,255,421.27元，按母公司净利润10%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后，剩余利润344,029,879.14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897,435,316.33元，减去本年已分配利润185,562,366.65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055,902,828.82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股利分配政策和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 董事会提议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4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分配预案合法合规，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勤万信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

构，审计费用拟为90万元。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以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预计公司2021年度与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宇

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11.19万元，主要为产品交易、房屋租赁、提供劳务等。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关联董事雷菊芳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票6票，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1年5月14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公司会议室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议案。详见2021年4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6）。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287� � � �股票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1-036

债券代码：128133� � �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奇正藏药”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0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内容详见2021年4月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1-033）、《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审议提案5、6时，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并将单独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

√

1.00

《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远途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的股东， 请务必传真后拨打电话：

010-84766012进行确认。）

信函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董事会办公室，邮编：100102，信函上请注明“2020年度股东大

会”字样。

传真：010-84766081。

(下转B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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