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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于2021年9月3日（星期五）11:00-12: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交流的形式召开。公

司董事长刘长云先生、总经理刘义常先生、董事会秘书林新扬先生、财务总监许

应政先生、副总经理全铭女士和证券事务代表刘志峰先生出席本次说明会，就公

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等具体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交流。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上，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如下： 

问题一：贵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整体业绩怎么样？ 

回复：您好！2021年上半年，公司销售及净利润整体增长良好，实现营业收

入619.8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5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9.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6%；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12.52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26.11 亿元有了大幅改善。详见公司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二：贵公司 2021 年上半年有什么经营亮点？ 

回复：您好！从公司经营的业务线来看，销售占比最大的分销业务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 22.19%；公司的三方物流业务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http://sns.sseinfo.com/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103.18%；从公司销售的渠道线来看，增长较快的渠道是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第一终端），增速达 37.50%，尤其是城市公立医院，增速达到

39.81%，还有公司的 B2B 电商渠道业务，上半年销售额超过 81.7 亿元，增速达

到 43.5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向主要互联网电商平台（即第四终端，包

括阿里健康、京东健康、美团、平安好医生等）的供应链销售额今年上半年增速

更高达 63.86%，这充分表明了公司在医药流通供应链上具有的核心优势，这也

是公司长期投入和积累的结果。详见公司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三：公司上半年盈利情况如何？与去年同期相比变动怎样？ 

回复：您好！2021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 72.55%，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以及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形成报告期非经

常性损益达 11.93 亿元，以上因素共同促进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长。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2.06%，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疫情期间公司抗疫品种及出口业务快速增长形成上年同期

基数较大所致，如以2019年上半年基数为基础，公司2020年及2021年两个半年度

扣非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25.9%，明显高于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速。详见公司披露

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四：公司总代总销业务上半年经营情况如何？ 

回复：您好！2021 年上半年，公司总代总销及自产业务实现销售 66.85 亿元、

同比增长 14.00%。其中，器械总代总销及自产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33.68 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40.53%；扣除因疫情期间不可比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药品总代总

销业务销售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31%。 

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末，公司总代总销药品品规达 1,340 个，总代总销医疗

器械品规达 307 个。其中，拜耳康王系列、南京白敬宇眼膏系列、利君沙系列、

依伦平、华北阿莫西林胶囊等增长超过 10%；诺华眼科系列增长超过 30%；金

嗓子、达力芬、厄贝沙坦片、中华跌打丸等产品增长超过 50%。详见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五：“万店联盟”计划目前推进情况如何？对公司有什么样的战略意

义？ 

回复：您好！为了加强医药零售网络布局，吸引更多的单体药店及中小连锁

企业加盟，九州通于2021年1月正式开始推出“万店联盟”计划，依托公司自身

的供应链与客户资源优势，通过品牌授权的加盟模式，整合集团终端、采购、电

商等资源赋能终端药店，计划在3年内实现3万家以上联盟药店加盟。截至目前，

“万店联盟”项目签约门店已达3,237家，至今年年底之前争取超过5,000家。 

“万店联盟”计划对公司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一，

就是打造医药批零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公司利用自身的供应链优势和信息化优

势，通过“万店联盟”方式将公司的服务体系延伸到广大C端消费者，这是十分

有意义的探索；其次，中国有55万家药店，其中单体药店大约有25万家，加上小

连锁药店，预计超过40万家，这些药店没有商品价格的谈判能力，厂家服务这类

药店的成本高、难度大，这些药店与公司本身就有供应链的合作，如果将这类药

店中的一部分药店纳入公司旗下的好药师管理体系，有利于这些小药店的生存与

发展，这些药店也会成为公司重要的下游渠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此外，

公司采用加盟模式，是一种轻资产的切入零售市场的方式，成本低、效力高，按

照公司的规划，未来三年，计划加盟至少3万家药店，这是公司拓展终端消费者

市场的重要基础。 

 

问题六：公司零售药店有多少家，专业药房推进的怎么样？ 

回复：您好！截至2021年6月底，公司好药师零售药店4,322家，其中直营店

237家，加盟店4,085家；公司重点推进的“万店联盟”项目签约门店已达3,237

家，至今年年底之前争取超过5,000家。截至上半年末，公司已投入运营2家DTP 药

房、2家重症慢病医保店、9家医院药店、11家院边店。详见公司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七：公司三方物流业务发展的怎么样？  

回复：您好！2021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发挥在物流网络、技术、管理与品



牌优势，延伸拓展三方和四方物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2 亿元，同比大幅增

长 103.18%，毛利率 21.02%。公司共有 27 家子公司取得药品三方物流资质，19

家子公司取得器械三方物流资质。公司实施与科兴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已投入

135 辆专用冷链车承担科兴公司的疫苗冷链配送业务，部分偏远地区已实现直送

县疾控中心。公司物流独立化运营和 BC 仓配一体化项目稳步推进，实现了 9 家

区域物流公司直管和物流标准流程制度编制；完成广东公司 BC 一体仓规划与建

设，并于 5 月 31 日正式上线运营，自上线后每日揽收率达到 99%以上。详见公

司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八：公司 B2B 电商业务发展的怎么样？ 

回复：您好！2021 年上半年，公司 B2B 电商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81.78 亿元，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43.57%，销售占比 13.20%。其中，公司为京东、平安健康、

壹号、叮当和药易购等国内主要互联网平台提供医疗健康产品的供应链服务，是

其医药健康产品的主要供应商，期内对外部互联网平台（第四终端）销售 23.68

亿元，同比增长 63.86%；公司自营 B2B 平台——九州通电商平台渠道业务线实

现销售 58.10 亿元，同比增长 36.67%，报告期内新增注册用户 26 万，累计注册

用户 71 万，活跃用户 11 万，是目前国内医药行业最具规模的自营 B2B 平台之

一。详见公司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九：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对公司业务发展有什么贡

献？ 

回复： 您好！2021 年上半年，公司医疗健康与技术服务收入 1.32 亿元，

毛利率 35.72%。公司技术人员达 1,048 人，拥有专利权 223 项、软件著作权 486

项。业务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药通”平台有效供应商 2,328 家，日常使用

该平台的供应商业务员达 14 万人，有效覆盖下游终端客户 14.43 万家；公司“智

药云”平台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天津北辰医院、上海东方医院等三

甲医院实施互联网医院合作，提供平台流转处方服务，期内平台流转处方 9,375

张，单日最高处方流转量 1,340 张，平台处方交易金额 242.92 万元；公司“智

药店”平台合作门店 10,481 家，其中活跃门店 7,916 家，系统支持三方 O2O 业



务等。详见公司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十：公司器械业务经营情况如何？ 

回复：您好！2021 年上半年，公司医疗器械板块整体实现销售收入 118.58

亿元，同比增长 15.53%。期内器械集团新增开户 336 家医院并产生销售；新拓

展 32 个头部器械上游企业，推进百强公关项目拓展业务宽度。自有器械品牌方

面，“美体康”主要有家用鼻腔类、口腔类、康复理疗类等 281 个品规，“九州通

用”主要有护理敷料材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口罩等 212 个品规。详见公司披露

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十一：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相比，九州通有怎样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回复：您好！经过多年的投资、建设与积累，公司在医药流通行业具备全品

种、全渠道和全场景的数字化分销与供应链服务能力。在经营品规方面，公司是

目前国内同行业经营品种品规最多的企业之一，经营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西药、中

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医疗器械等，经营品规多达47.85万个；在客户覆盖

方面，公司下游客户覆盖第一终端（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第二终端（连锁药店

和单体药店）、第三终端（基层医疗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和第四终端（互联网

医药平台等），业务覆盖全国超过95%的县级行政区域；在全场景服务方面，公

司九州通云仓管理系统、智药通系统、慢病管理系统等为上游企业、下游各类B

端用户以及C端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服务、“医+药+险”及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服务；在供应链服务方面，公司在全国拥有6,634亩土地，完成了31个省级

医药物流中心、110个地市级医药物流中心的建设运营，总建筑面积达399万平方

米，其中符合GSP标准的医药仓储面积达到257万平方米，自有物流车辆1,871台，

符合GSP标准的冷库519个，冷库面积4.49万平方米（容积10万立方米以上），冷

藏车430多台，以上这些医药物流设施及运营技术系统不仅在国内行业领先，而

且为公司提供高效专业的医药分销与供应链服务提供了强大物流基础支撑。 

 

问题十二：九州通将如何实现“数字化、平台化、互联网化”转型？ 

回复：您好！公司将会通过互联网平台打造一个服务于上游企业（F端）、下



游B端客户（医疗机构、药店等）和C端用户的服务平台，按照FBBC的模式建立

一个有机的BTB\BTC\OTO服务体系。为实施这一战略转型，公司目前在进行以

下布局： 

1、通过智药通系统将上游生产企业和下游单体药店、小连锁和诊所等B端

客户链接起来，形成一个可以满足于该类客户各类药品需求的服务平台（含第三

方）。 

2、通过云药房、云药店系统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或者政府处方流转平台对

接，由公司或者专门的好药师药店作为承接医疗机构处方外流的服务平台。 

3、通过门店通系统中的商品管理系统、会员管理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和医

保服务平台等服务于“万店联盟”的好药师门店，成为公司服务于C端用户的平

台。 

4、通过医卫助手系统中的慢病管理系统、合理用药系统、转诊系统、智能

治疗系统等服务于基层医疗机构。 

5、通过九州云仓管理系统和BC仓配一体化的物联网平台，服务于自身和第

三方、第四方的药品物流服务需求。 

 

问题十三：公司在医美领域有什么样的合作和布局？ 

回复：您好！1、公司与医美知名企业达成战略合作。2016年9月，公司参股

投资爱美客，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达成战略合作；2020年9月，爱美客顺利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上市后市场表现良好。2021年6月，公司下属企

业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与华熙生物达成战略合作，为华熙生物推进“未

来医美共生联盟”市场战略提供服务。“爱美客”与“华熙生物”共同成为公司

战略合作伙伴，推动公司医美业务的发展。 

2、集团层面组建医美事业部。2021年4月，公司组建医美事业部，以医疗美

容产品以及医美机构所需西药、器械耗材的配送、代理及推广业务为主，聚焦皮

肤、微创整形类产品，依托集团公司的配送及营销平台，建立专业推广队伍，培

育核心品种，立志于做医美行业最佳渠道服务商。同时，医美事业部与上游厂家

联合生产，推出OEM自主品牌“惠美舒”等产品。此外，公司争取医疗用毒性

药品的经营权限，目前北京九州通、长春九州通、上海九州通、内蒙古九州通、



黑龙江九州通5家子公司获批医疗用毒性药品（A型肉毒毒素）经营范围。 

 

问题十四：公司在总代总销上有什么核心的优势，未来如何拿到更多的品

种？  

回复：您好！1、公司总代理业务拥有 3000 余人的专职营销推广团队，能完

成从产品的商业分销、商业促销、终端促销、终端动销、消费者教育等一系列的

专业产品营销推广工作；2、公司遍布全国的营销配送网络，能以最快的速度、

最低的成本完成渠道布局与配送；3、分子公司超过 20 万家第三终端覆盖能力，

能最大化的覆盖第三终端；4、公司与全国供应商的合作基础和信任关系，能快

速与意向供应商取得联系，并形成合作。 

 

问题十五：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中药业务经营情况怎么样？  

回复：您好！公司中药板块实现销售收入15.75亿元，同比增长13.17%，毛

利率14.41%。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旗下拥有1个中药研究总院、20个中药材产区

公司、8个中药材GAP基地、6个“三无一全”（即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素、无

公害和全程可追溯）品牌药材种植基地、9个GMP生产企业、70余个GSP销售机构、

10个智慧中药房、3家中医门诊及全国最具规模的中药材现货电商平台，形成“研

究-种植-生产-营销-大健康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半年，公司充分发挥中药供

应链资源优势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实现中药工业销售7.19亿元；持续推进知

识产权体系建设，取得22项注册商标、11项专利权。探索“互联网+中医药”新

业务模式，九州上医馆开通“线上门诊”，多位中医专家坐诊，提供线上病情咨

询、慢病复诊、开方、转方、续方等专业中医药服务。 

 

问题十六：九州通的医药流通领域属于高端物流概念，请问和传统的物流

快递相比有何不同？  

  回复：您好！九州通从事的医药流通行业属于国家特别管制的行业。与传统

的物流快递相比，主要不同是： 

1、业态不同。传统的三方物流快递，主要服务对象是为他人提供干线物流

和个人消费物流服务；九州通物流主要是商贸物流，为自己医药分销服务，所配



送的医药商品所有权归自己，客户签收后，所有权才转移给客户，与传统的物流

快递存在本质不同。在公司物流技术与运营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九州通物流除了

满足自己需要，也对外提供有偿服务，但这种服务对象目前主要是行业内的机构

客户为主，这与传统的快递也不同。当然，随着互联网对行业的结合与渗透在加

强，公司目前已在尝试开始医药流通BC仓一体化服务模式，延伸自己服务领域。 

2、专业不同。目前的互联网传统物流其物流经营产品主要是一般商品，而

九州通物流，其经营商品主要是医药商品，医药属于国家特殊管制产品，在物流

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仓储设施、温度湿度控制及运营管理都有严格的标准要求，

符合国家的GSP规范要求，并且需要获得国家医药主管部门的许可。 

 

问题十七、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回复：您好！未来，公司将积极拥抱互联网，持续加大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

方面的投入，更好地服务于上下游客户，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未来业务发展

规划主要包括： 

1、继续做大做强公司的医药供应链平台。过去10年，我们实现超千亿的销

售收入（其中2020年为1108.60亿元），建立了国内规模最大的自有GSP仓储物流

体系和相关数字化物流运营系统，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这一优势，做大医药供应

链销售规模。国家大力推进的带量采购等政策，为公司进入医院市场打开了大门，

预计未来公司在医院端的销售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2、拓展医药零售，实现数字化零售的快速增长。公司未来将依托强大的供

应链体系，发挥批零一体化的优势，大力推进“万店联盟”计划，计划未来三年

发展联盟药店3万家以上，联盟药店的销售将成为公司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 

3、在优势供应链平台基础上，公司将不断拓展相关增值服务。一是为上游

供应商提供量身打造的总代总销业务。由于总代总销业务毛利率高，其业务发展

不仅带动公司整体业务发展，也将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和效益；二是大力发

展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与服务。经过20多年积累，公司在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与

技术研发能力上处于行业前列，可为上下游客户量身打造各业态的数字化供应链

整体解决方案；三是联合公司供应链平台的生态业务合作伙伴，为C端消费者提

供“医+药+险”的全场景服务，并最终实现公司医药供应链平台向“数字化、互



联网化、平台化”的大健康服务平台型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

络平台的“上证 e 访谈”栏目(网址为：http:// sns.sseinfo.com)。公司对长

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内容以公司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