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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2021年半年度

报 告 全 文 ， 投 资 者 欲 了 解 详 细 内 容 ， 应 当 仔 细 阅 读 将 刊 载 于 上 交 所 网 站

（ http://www.sse.com.cn ） 等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网 站 和 港 交 所 网 站

（http://www.hkex.com.hk）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摘要内容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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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本公司董事出席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显荣先

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 

1.4 本集团与本公司本报告期之财务报告乃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1.5 按港交所上市规则附录十六第 46 段的规定，须载列于本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的所有资料刊登于港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 

1.6 本摘要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订，两种文本若出现解释上的歧义时，以中文

本为准。 

 

 

二、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广药白云山 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报告期 指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个月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监事 指 本公司监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港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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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上市规则 指 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标准守则 指 
港交所上市规则下的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

易的标准守则 

广药集团 指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一药业 指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敬修堂药业 指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汉方 指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 指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医药公司 指 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采芝林药业 指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广药白云山香港公司 指 广药白云山香港有限公司 

白云山制药总厂 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

厂 

星珠药业 指 广州白云山星珠药业有限公司 

白云山壹护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壹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山健护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健护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院 指 广州白云山医院有限公司 

润康月子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润康月子会所有限公司 

DTP 药房 指 
英文 Direct to Patient 的缩写，意思是直接面

向患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专业服务的药房 

广州国发 指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城发 指 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重药控股 指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管理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疫苗管理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三、公司基本情况 

3.1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白云山 

股票代码  600332 （A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白云山  

股票代码  0874 （H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雪贞 黄瑞媚 

注册及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45号 

电话  （8620）6628 1216 （8620）6628 1219 

传真  （8620）6628 1229 

电子信箱  huangxz@gybys.com.cn huangrm@gyby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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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互联网网址 http://www.gybys.com.cn 

香港主要营业地点： 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第 2座 20楼 2005 室 

 

3.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未经审计） 
上年同期 

（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人民币千元) 36,128,577  30,469,650  18.57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千

元) 2,502,381  1,764,269  41.84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2,495,645  1,627,382  5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

千元) 2,184,410  (2,404,751) 190.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

民币元） 1.34  (1.48) 190.84  

利润总额(人民币千元) 
3,189,274  2,264,734  40.82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未经审计） 

上年度期末 
（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人民币千

元) 

          

27,768,504  

          

26,144,843  6.21  

总资产(人民币千元) 
          

62,598,928  

          

59,760,063  4.75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股) 

               

17.08  

               

16.08  6.21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未经审计） 
上年同期 

（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1.539  

               

1.085  41.84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1.539  

               

1.085  41.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股) 

               

1.535  

               

1.001  5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3  

                

7.04   增加 2.09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11  

                

6.49   增加 2.62个百分点  

注：以上财务报表数据和指标均以合并报表数计算。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的原因是：上年同期因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新冠疫情”）影响，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本公司下属企业销售下降，利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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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相应减少。本报告期内，随着国内新冠疫情的逐步缓和，市场需求回升，本公司下属企

业的销售及主营业务利润增长，同时本集团加强资金管理，资金收益同比增加，致使利润

总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的原因是：（1）2021年春节较 2020 年春节延后，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 2021年春节备货收款时间集中在 2021年 1月，而 2020

年春节备货收款时间集中在 2019 年底，本报告期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2）

本报告期内，国内新冠疫情影响已缓和，本公司下属企业销售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经营

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3.3 普通股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4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5 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7,075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报告期内增

减数 

(股) 

本报告期 

末持股数量 

(股) 

约占总股

本比例 

(%) 

所持有 

限售条件 

股份数 

(股)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 

(股) 

股份 

性质 

广药集团 0 732,305,103 45.04 0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5,921 219,765,300 13.52 0 - 其他 

广州城发 0 73,313,783  4.51 0  0 其他 

广州国发 （659,500） 60,905,800  3.75 0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6） 47,277,962  2.91 0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40,826 23,730,612 1.46 0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685,806) 12,574,894 0.77 0 0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8,795,136 0.54 0 0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8,680,636  0.53 0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8,662,836  0.53 0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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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1）根据 HKSCC Nominees Limited提供的资料，其持有的外

资股（H股）股份乃代多个客户持有。 

（2）本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并不

知悉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3.6 截至本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7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重要事项 

4.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严控风险，提质增效，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加强各业务板块的营销创新及

市场推广力度，努力提升产品销售量，从而实现本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持续平稳发展。 

2021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6,128,577 千元，同比上升 18.57%；利

润总额为人民币 3,189,274 千元，同比上升 40.82%；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502,381 千元，同比上升 41.84%。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积极推进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坚持深耕细作，做实做细大南药板块业务。本报告期内，大南药板块通过聚焦

资源打造核心品种、加强渠道开发及维护、强化终端促销及推广、挖掘二线梯队产品潜力

等方式，提升重点品种的销售量。同时，持续推进本集团老字号振兴项目，加大品牌与产

品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品牌与产品的知名度与认知度。本报告期内，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滋肾育胎丸、阿莫西林系列、华佗再造丸、壮腰健肾丸等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实现较大的

增长。 

（二）坚持“一核多元”，做强做优大健康板块业务。本报告期内，大健康板块进一步

巩固王老吉凉茶市场，推出姓氏罐、盲盒罐、吉运罐等创意定制产品，吸引年轻消费群体，

促进王老吉凉茶销售的增长；同时，顺应线上消费新趋势，加大天猫等各大电商平台推广

力度，顺势电商突围，持续开展全员营销，加大新品开发和市场培育力度。2021 年上半年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推出“雷龙”能量风味饮料，发力刺柠吉、椰汁、核桃露等新品的市场

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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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转型发展，做深做活大商业板块业务。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子公司医药公

司一是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及行业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批发与零售联动发展，加强与

医疗机构的合作，积极发展 O2O 业务；二是持续推进广东省内连锁化进程，加快零售门店

拓展，打通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线上复诊处方流转，构建了医、药、险、运的闭环，探

索诊疗一体化的新零售模式；三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白云物流园项目（一期）已完成

调试、验收，并于 8 月中旬正式上线；四是继续推进分拆到港交所主板上市工作。截止目

前，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核准批复，分拆上市的相关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中。 

（四）坚持开拓创新，做大做精大医疗板块业务。本报告期内，广州白云山医院成功

引进妇产科、普外科及内科康复妇科等多个专家团队，提升医院综合实力。白云山中医院

已完成工商注册工作，并取得营业执照。白云山壹护公司及白云山健护公司拓展文创口罩、

自灭菌除味口罩等新产品，并因应广东地区上半年新冠疫情发展状况及市场需求，增加口

罩和防护服的生产供应。 

（五）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科研统筹考核，继续加大科研投入，促进协同发展与创

新水平提升。2021年上半年，本集团研发费用共计人民币 3.86亿元，同比增长 43.54%。 

（六）加快推进产业基地建设，持续推进生产资源整合，提升生产效率及效益。本报

告期内，采芝林药业加快落实生产基地建设和投产，逐步完善中药全产业链体系，其采芝

林梅州中药产业化生产服务基地已获颁药品生产许可证并正式投产。同时，进一步巩固白

云山制药总厂揭西生产基地、星珠药业生产基地等内部生产资源的整合。 

（七）推进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提升资本运作能力。2021 年上半年，本公司参与

设立的广州广药金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募集及备案手续，另外参与设立

的广州广药金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册。 

（八）抓改革、控风险，强化企业管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职责权限，持续

加强内控风控常态化管理工作，强化本集团风险预警、监控、防控综合能力，统筹推进强

化综合管理。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本报告期内发生的对本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4.2 主营业务分析 

4.2.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人民币千元） 
上年同期 

（人民币千元）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36,128,577  30,469,650  18.57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6,007,775 30,375,492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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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28,597,774 24,677,620 15.89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28,569,535 24,658,050 15.86  

销售费用 3,000,359 2,391,059 25.48  

管理费用 970,031 849,551 14.18  

财务费用
注（1） (73,535) 3,678  (2,099.56) 

研发费用
注（2）

 385,897 268,846 4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3）

 2,184,410  (2,404,751) 190.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015) (232,386) (19.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4） 1,297,153  3,138,823  (58.67) 

其他收益
注（5）

 78,151 202,420 (61.39) 

投资收益
注（6）

 137,598 33,821 306.8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7）

 (6,219) (23,537) 73.58  

信用减值损失
注（8）

 (36,977) (89,071) 58.49  

资产处置收益
注（9）

 124  3,289  (96.23) 

营业外收入
注（10）

 11,743  26,614  (55.88) 

营业外支出
注（11）

 67,697  21,133  220.35  

利润总额
注（12）

 3,189,274  2,264,734  40.82  

所得税费用
注（13）

 539,771  379,657  42.17  

净利润
注（14）

 2,649,503  1,885,077  40.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15）

 2,502,381  1,764,269  41.84  

注： 

（1）财务费用同比下降的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2）研发费用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下属企业加大了专项研发费用投入。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的原因是：①2021 年春节较 2020 年春节延后，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 2021年春节备货收款时间集中在 2021年 1月，而 2020年春节备货收款

时间集中在 2019年底，本报告期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②本报告期内，国内新冠疫情影响

已缓和，本公司下属企业销售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的原因是：①本公司下属企业借入的银行贷款净额同

比减少；②本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同比增加。 

（5）其他收益同比下降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确认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6）投资收益同比上升的原因是：①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

同比增加；②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因发行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ABS），在本报告期出售的应

收账款账面价值与出售价款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损失，结合综合融资成本、资产质量及期限等因素，

本报告期应收账款折价率向下调整，致使本项目金额同比增加；③本公司本报告期确认了持有至到期的

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而上年同期无此事项发生。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持有重药控股、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股票的公允价值下降幅度同比减少，致使本项目金额同比增加。 

（8）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个别计提的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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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产处置收益同比下降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处置资产确认的收益同比减少。 

（10）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确认的政府征迁补偿收入同比减少。 

（11）营业外支出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于本报告期内计提了应补缴的出口退税款以

及诉讼损失。 

（12）利润总额同比上升的原因是：上年同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本公司下属

企业销售下降，利润总额相应减少。本报告期内，随着国内新冠疫情的逐渐缓和，市场需求回升，本公

司下属企业的销售及主营业务利润增长，同时本集团加强资金管理，资金收益同比增加，致使利润总额

同比增加。 

（13）所得税费用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本报告期利润增加，所得税费用同时增加。 

（14）净利润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1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净利润增长所致。 

  

4.2.2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业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人民币千元) 

同比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 
(人民币千元) 

同比增减 
(%) 

毛利率 
(%) 

同比增减 
(百分点) 

大南药 6,057,912  8.14  3,343,426  (0.63) 44.81   增加 4.87个百分点  

大健康
注 1
 6,604,147  46.71  3,420,228  45.51  48.21   增加 0.43个百分点  

大商业 23,205,337  14.98  21,688,582  14.89  6.54   增加 0.07个百分点  

其他
注 2
 140,379  56.80  117,299  77.99  16.44   减少 9.95个百分点  

合计 36,007,775  18.54  28,569,535  15.86  20.66   增加 1.84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人民币千元) 

同比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 
(人民币千元) 

同比增减 
(%) 

毛利率 
(%) 

同比增减 
(百分点) 

中成药 
                 

2,886,830  13.35  

           

1,628,193  7.64  43.60   增加 2.99个百分点  

化学药 
                 

3,171,082  3.80  

           

1,715,233  (7.38) 45.91   增加 6.53个百分点  

大南药合计 
                 

6,057,912  8.14  

           

3,343,426  (0.63) 44.81   增加 4.87个百分点  

注： 

1、大健康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为：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由于受新

冠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档期市场受到严重影响，本报告期市场需求回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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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成本亦随之增加。 

2、其他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为：（1）本报告期新冠疫情影响减

缓，广州白云山医院门诊业务量同比增长；（2）广州创赢广药白云山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拓展品牌运营业

务。 

 

4.2.3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业务的地区销售情况如下：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人民币千元) 

同比增减 

(%) 

华南              27,187,187  18.24  

华东               3,330,610  26.66  

华北               1,608,498  18.59  

东北                 307,771  22.91  

西南               2,486,263  15.99  

西北               1,076,579  10.68  

出口                  10,867  (64.41) 

合计            36,007,775  18.54  

 

4.2.4 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4.3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4 财务状况分析 

4.4.1 资金流动性 

于 2021年 6月 30日，本集团的流动比率为 1.66（2020年 12月 31日：1.62），速动

比率为 1.39（2020年 12月 31日：1.29）。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59.19天，比去

年年末加快 5.47天；存货周转天数为 56.92天，比去年年末加快 11.30天。 

4.4.2 财政资源 

于 2021年 6月 30日，本集团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民币 20,969,067 千元（2020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7,765,133 千元），其中约 99.54%及 0.46%分别为人民币及港币等外

币。 

于 2021年 6月 30日，本集团之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11,037,588千元（2020年 12月 31

日：人民币 8,763,280千元），其中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10,269,717千元（2020年 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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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民币 8,265,730 千元），长期借款为人民币 767,871 千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

民币 497,550千元）。 

4.4.3 资本结构 

于 2021年 6月 30日，本集团的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30,059,548千元（2020年 12月 31

日：人民币 29,243,232千元），比期初上升 2.79%；长期负债为人民币 2,580,624 千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311,564 千元），比期初上升 11.64%；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股东

权益为人民币 27,768,504 千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6,144,843 千元），比期初

上升 6.21%。 

4.4.4 资本性开支 

本集团预计 2021 年资本性开支约为人民币 21.15 亿元，其中 2021 年上半年已开支

人民币 4.83 亿元（2020 年上半年：人民币 3.55 亿元），主要用于生产基地建设、设备

更新、信息系统建设等。本集团将通过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满足资本性开

支计划所需资金。 

 

4.4.5 资产及负债状况 

项目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止 

(人民币千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 

(人民币千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年度
期末金额变
动比例(%) 

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

融资产 

20,000 0.03  4,000  0.01  400.00  本公司下属企业持
有的理财产品由
“其他流动资
产”重分类到本
项目。 

预付款项 629,987 1.01  1,032,533  1.73  (38.99) 本公司下属企业
2020年度采用预
付款方式采购的
药品等物资在本
报告期内到货，
致使本项目金额
减少。 

其他应收

款 

1,041,323 1.66  765,711  1.28  35.99  (1)本公司应收合
营企业 2020年度
的股利增加；(2)
本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医药公司
业务往来款同比
增加。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161,467 0.26  116,367  0.19  38.76  本公司新增投资企
业投资所致。 

长期借款 767,871 1.23  497,550  0.83  54.33  本公司下属企业借
入银行贷款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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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71,521 0.11  104,528  0.17  (31.58) （1）本公司下属企
业本报告期将应
补缴的出口退税
款重分类至“其
他应付款”项目；
（2）本公司下属
企业计提了涉及
诉讼的损失。 

 

4.4.6 外汇风险 

本集团大部分收入、支出、资产及负债均为人民币或以人民币结算，所以无重大的外

汇风险。 

 

4.4.7 或有负债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本集团并无重大或有负债。 

 

4.4.8 本集团资产抵押详情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团下属子公司广药白云山香港公司以固定资产房屋及

建筑物原值港币 8,893千元、净值港币 6,105千元，及投资性房地产原值港币 6,843千元、

净值港币 3,356 千元作为抵押，取得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透支额度港币 300 千元，

信用证和 90 天信用期总额度港币 100,000千元，已开具未到期信用证人民币 3,938千元、

美元 467千元。 

  

4.4.9 银行贷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团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11,037,588 千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8,763,280 千元），比期初增加人民币 2,274,308千元，以上借款包括短期借

款人民币 10,269,717千元、长期借款人民币 767,871 千元。 

 

4.4.10 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本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为 52.14%

（2020年 12月 31日：52.80%）。 

 

4.4.11 重大投资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本集团并无任何其他重大额外投资。 

 

4.5 投资状况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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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对外股权投资额为人民币 1,834,661 千元，比上年度末减少人民

币 31,205千元，变动原因主要为：本集团对合营及联营企业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以及

确认合营、联营企业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1）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 不适用 

 

（2）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 不适用 

 

（3）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①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人民币千元） 
上年年末余额（人民币

千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000              4,000  

其中：权益工具投资 —  —  

       其他             20,000              4,000  

合计         20,000 4,000  

 

②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 期末余额（人民币千元） 
上年年末余额（人民币

千元） 

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  97,404   98,246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7,678   7,678  

以琳生物产业公司  427   443  

广州广药金藏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958   -    

合计  161,467   116,367  

 

③证券投资情况 

序

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人

民币千

元） 

本报告期末

持有数量

（股） 

本报告期末

账面值（人

民币千元） 

占本报告

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

例（%） 

本报告期

损益（人民

币千元） 

1 沪市 A股 600038 中直股份 1,806    57,810     3,049  1.91 (576) 

2 沪市 A股 600664 哈药股份 3,705   376,103      1,087  0.6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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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企业名称 
业务性

质 

主要产品或

服务 

注册资本（人

民币千元） 

本公司

直接持

股比例

(%) 

主营业务收

入（人民币

千元） 

主营业务利

润（人民币

千元） 

总资产（人

民币千元） 

净资产（人

民币千元） 

净利润

（人民

币千元） 

王老吉大

健康公

司 

制 造 业

务  

生产及销售

预包装食

品、乳制

品等  

900,000.00 100.00 6,005,732 2,853,507 9,489,966 6,738,445 
1,168,8

19 

医药公司 

医 药 商

业 业

务 

批发及零售

业务 

2,449,305.5

0 
72.74 23,231,692 1,356,867 26,722,637 5,207,879 303,415 

 

本报告期内，除上表中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和医药公司外，本公司并无单个子公司的净

利润或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本集团净利润影响达到 10%或以上。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并无发生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活动。 

 

4.7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建议不派发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之中期股息，亦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 10股送红股数（股） / 

每 10股派息数(人民币元)（含税） / 

每 10股转增数（股） /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

况说明 
/ 

 

4.8 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及 2021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2021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同时，在政策驱动下，

医药健康行业也处于深刻变革中。一方面，国家对医药健康产业特别是中医药产业的重视、

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等因素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在新《药品

管理法》、《疫苗管理法》、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等政策的推动以及新冠疫情等社会公共事件

的影响下，一系列监管政策不断出台或修订，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流通等各环

3 深市 A股 000950 重药控股 150,145 25,992,330    130,741  81.92  (4,419)  

4 沪市 A股 601328 交通银行 511   378,734      1,856  1.16       159  

5 沪市 A股 601818 光大银行 10,725  6,050,000     22,869  14.33    (1,271)  

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本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合计 166,892 32,854,977 159,602 100.00 (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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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021年下半年，本集团将重点推进如下工作： 

1、做实做细大南药板块业务，夯实发展根基。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积极推动营销工

作创新，分类分策略打造更多不同领域的“巨星品种”；加大力度推进睡眠品种盘活工作，

培育一批潜力品种；激活本集团具有高市场价值的原料药原有资源，挖掘潜力品种，提升

原料药业务的竞争力。 

2、做强做优大健康板块业务，实现创新发展。继续巩固凉茶业务，强化王老吉凉茶市

场各渠道铺市率，重点加强餐饮渠道拓展，拉动终端销售，进一步提升在全国主要城市的

市场份额；持续聚焦刺柠吉系列新品及润喉糖、龟苓膏、椰汁等潜力产品的市场拓展和培

育力度，加强品牌宣传，加快扩大渠道铺货面。 

3、做深做活大商业板块业务，推动服务转型。有序推进医药公司境外分拆上市，提升

自身融资能力，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加快零售布局，大力拓展院边店及 DTP 药房，提升药

店服务能力，增加药店的创新性增值服务能力；持续加强电商体系建设，搭建医药供应链

智慧服务平台，做专做好健康电商新业务。 

4、做大做精大医疗板块业务，打造医疗品牌。持续推进特色专业团队引进工作，有序

推进白云山中医院筹建工作；加快推进润康月子公司的开业运营；拓展医疗器械领域产品

线，重点布局特色产品，打造健康用品品牌企业。 

5、以加大投入、提升水平为重点，推动科研创新工作，加快搭建高水平的科研平台体

系，形成高品质的新药研发格局，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体系综合实力。 

6、持续加强基础管理及风险控制，构建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本集团风险预警、

监控、防控综合能力。 

 

4.9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概无购买、出售及赎回或注销本公司之上

市股份情况。 

 

4.10 企业管治 

于本报告期，本公司已全面遵守港交所上市规则附录十四之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

报告（“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惟由于本公司执行董事刘菊妍女士因公务未能亲

自出席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而偏离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 A.6.7条除外。 

为确保本公司能遵守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本公司董事会不断监察及检讨本公司

之企业管治常规。 

 

4.11 董事及监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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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以标准守则以及本公司制订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份的

管理办法》作为董事及监事证券交易的守则和规范；在向所有董事及监事作出特定查询后，

本公司确定本公司董事及监事于本报告期内均有遵守上述守则和规范所规定有关进行证券

交易的标准。 

 

4.12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辖下审核委员会由四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其中一名独立

非执行董事已具备会计专业资格。本公司审核委员会已经与管理层审阅本集团采纳的会计

原则、会计准则及方法，并探讨审计、风险管理、内部监控及财务汇报事宜，包括审阅截

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个月未经审计的中期报告。 

 

4.1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资料变更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姓名 担任的职务 变动情形 

简惠东 监事 选举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简惠东先生获选举为本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获选举之日起至新一届监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

同日，高燕珠女士卸任本公司监事。 

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吴长海先生和张春波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分别辞去本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和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辞职后将继续担任本公司的董事职务。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第 13.51(B)(1)条，在本公司刊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年度

报告后董事及监事资料之变更载列如下： 

董事/监事姓名 变更之详情 

李楚源 于 2021年 3月起担任医药公司董事。 

张春波 于 2021年 8月起担任广药集团副总经理。 

吴长海 于 2021年 8月起担任广药集团副总经理。 

黎  洪 

于 2021 年 4 月起担任广药集团（澳门）国际发展产业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不再担任其总经理职务。于 2021 年 5 月起

不再担任广州医药海马品牌整合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黄显荣 
于 2021 年 4 月起担任兆科眼科有限公司（于港交所上市之

公众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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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进 
于 2021 年 3 月起不再担任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南院区

管委会主任。 

程金元 于 2021年 1月起担任广药集团职工监事。 

 

4.14 于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员工人数为 24,825 人。2021 年上半年，本集团员工工资

总额约为人民币 18.41亿元。 

 

4.15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本公司总体战略布局，结合医药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拓宽本公司境外

融资渠道，加速本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本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公司子公司到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医药公司到

港交所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0 日的分别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交所网站及在港交所网站上刊

登的公告。 

2020 年 4 月 29 日，医药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工商登记，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6 日，医药公司增资扩股方案事项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医药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上市方案等系列议案。 2020 年 10 月 12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期间，医药公司在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符合条件之投资者。

根据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摘牌情况、综合评议以及竞争性谈判，医药公司增资扩股

最终引入战略投资者 1 家，引入普通投资者 5 家，最终增资扩股新增股本 222,305,500 股。

医药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完成本次增资扩股的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021年 

3 月 9日，医药公司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港

交所主板上市的申请材料，并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获受理。2021 年 3 月 31 日，医药公司

向港交所递交了发行上市申请（A1 表格），以申请医药公司于港交所主板上市及买卖。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 2020年 4月 29日、 2020年 8月 6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18 日及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分别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交所网站及在港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目前， 医药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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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外资股的批复》，分拆上市的相关工作在有序推进中。 

2、本公司 2019年 9月 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同意医药公司开展应收账款

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资管”）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2日召开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 2019年 9月 10日分别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交所网站及在港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医药公司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累计资产出售规模为人民币 

47.98 亿元。目前，兴业圆融—广州医药应收账款 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清算完毕。 

 

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5.1会计政策变更 

□适用  √ 不适用 

 

5.2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估计、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5.3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5.4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5.4.1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其他原因：  

与上年相比本期因其他原因新增合并单位 3户。原因为： 

1、2021年 4月，本公司下属间接控股公司广州白云山医院设立广州白云山中医院

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广州白云山医院认缴的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0%。 

2、2021年 5月，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敬修堂药业设立广州白云山九吉公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 万元，其中敬修堂药业认缴的出资额占注

册资本的比例为 51%。 

3、2021 年 5 月，本公司、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一药业及采芝林药业、本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汉方共同出资设立广东汉潮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其中本公司、中一药业、采芝林药业、广州汉方认缴的出资额占

注册资本的比例分别为 20%、5%、45%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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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