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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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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个月的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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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次会议，其中，副董事长杨军先生因公

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副董事长程宁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非执行董事黄

显荣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 

1.4 经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本公司董事会建议不派发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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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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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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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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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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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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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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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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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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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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药白云山香港公司 指 广药白云山香港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院 指 广州白云山医院有限公司 

白云山汉方 指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产投 指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城发 指 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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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康月子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润康月子会所有限公司 

广药基金 指 广州广药基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GMP 指 

英文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的缩写，是一

套适用于制药行业的强制性标准，要求企业在药

品生产过程中按照 GMP要求保证药品质量符合国

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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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628 1218 （020）6628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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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0）6628 1229 

电子信箱  huangxz@gybys.com.cn huangrm@gyby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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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0,451  36,128,577  3.02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人民币千元) 
2,589,996  2,502,38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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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375  2,495,645  (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千元) 
1,712,214  2,184,410  (21.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

民币元/股） 
1.053  1.344  (21.62)  

利润总额 (人民币千元) 3,332,233  3,189,274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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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40,679   29,062,184  5.09  

总资产 (人民币千元)  66,800,574    66,117,790  1.03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股) 
      18.79         17.88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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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        1.539  3.51  

稀释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股)      1.593        1.539  3.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股) 
    1.415        1.535  (7.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53        9.13   减少 0.60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58        9.11   减少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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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股份变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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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3.4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4,648  

截至本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约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股)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股) 

广药集团 国有法人 45.04 732,305,103 0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其他 13.52 219,767,290 0 0 

广州城发 其他 4.51 73,313,783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85 62,613,898 0 0 

广州产投 国有法人 3.42 55,548,800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2.91 47,277,962  0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4 8,795,136 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3 8,680,636  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3 8,662,836  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3 8,657,83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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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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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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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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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8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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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加强各业务板块的营销创新及

市场推广力度，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双统筹工作，努力克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新冠疫情”）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实现本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平稳发展。  

2022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7,220,451千元，同比增长 3.02%；利润

总额为人民币 3,332,233 千元，同比增长 4.48%；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589,996 千元，同比增长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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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药板块紧抓机遇

开拓市场，积极推动营销模式调整；大力推动“时尚中药”理念，通过聚焦资源打造各个

领域的巨星品种、挖掘二线梯队产品潜力等方式，推动一批重点品种快速增长；持续提升

白云山品牌影响力，积极推进本集团老字号振兴项目，不断提升品牌与产品的知名度和认

知度。 

（二）坚持“一核多元”，做强做优大健康板块业务。大健康板块以王老吉“吉”文

化为切入点，通过开发“姓氏+图腾”定制罐、“高考大吉”定制罐等产品，开展多场景与

多领域的营销覆盖；推出新品荔小吉海盐荔枝饮料，将“王老吉”、“刺柠吉”、“荔小

吉”打造成吉祥三宝组合，带动新品市场认知度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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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全国最大的荔枝饮料生产基地广药王老吉广东荔枝（茂名）产业

园投资建成，填补了国内荔枝加工技术空白。 

（三）加快网络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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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协同上下游资源大力拓展各级医疗机构的配送网络，不断开拓新客户；大力发展电商业

务，B2C业务上线了广州城市智慧药房，引进了全自动化药品拣货分拣系统平台，拓展了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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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处方及医院处方外流业务；10 家零售药房门店取得了医保双通道资质；其白云物流园项

目（一期）存储量大幅提升，二期项目的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中。2022 年上半年，医药公

司还成功中标国际健康驿站（一期）2022年度防疫物资的采购资格。 

（四）加强业务开拓，做大做精大医疗板块业务。本报告期内，广州白云山医院继续

加强学科建设，新增中医骨伤科、心血管内科等多个二级科目和儿童保健部，提升医院综

合实力。润康月子公司借助广州白云山医院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专业支持迅速打响品

牌。广州白云山健护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具备口罩、防护服生产

资质。 

（五）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强化科研平台建设，加快科研信息化工程进度。本公司子

公司白云山汉方的中药灵芝科研创新项目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白云山制药总厂自主

研发的 BYS10片临床试验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正式许可；中一药业通过澳大利

亚药物管理局的 GMP 认证。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新增 1 个品种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本公司获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中一药业“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成功认证

为市级科研平台。2022 年上半年，本集团研发费用共计人民币 4.41亿元，同比上升 14.36%。  

（六）强化质量体系及安全生产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药物警戒体系构建。本报告期内，

本集团组织完成 2 个规范化技术改造项目审核工作，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持续推进

药物警戒体系构建，防控药物安全风险；推进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系统（一期）在本集

团内开展运用，建立“安全生产大数据”智能化体系。 

（七）投资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提升资本运作能力。2022 年上半年，本公司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 9.99亿元认购广药基金 99.9%的份额，广药基金已于 2022年 7月完成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另外，本公司参与设立的广州国资混改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广州老字号振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亦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八）推进人才强企工程，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继续深化职业经理人改革，启动第二

批企业职业经理人改革工作。 

（九）持续加强内控风控常态化管理工作，启动风审融合协同模式，开展多项重大风

险专项审计工作，进一步提升本集团风险预警、监控、防控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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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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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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0,451  36,128,577  3.02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7,083,607 36,007,775 2.99 

营业成本 29,515,379 28,597,774 3.21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29,490,095 28,569,535 3.22  

销售费用 3,185,948 3,000,359 6.19  

管理费用 1,067,965 970,031 10.10  

财务费用
（注 1） 

(129,434) (73,535) (76.02) 

研发费用 441,319 385,897 1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12,214 2,184,410 (21.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注 2） (2,630,427) (278,015) (846.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94,509 1,297,153 (15.62) 

其他收益
（注 3）

 319,247 78,151 308.50 

投资收益
（注 4）

 55,356 137,598 (59.7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 5）

 (952) (6,219) 84.69  

信用减值损失
（注 6）

 (20,540) (36,977) 44.45  

资产减值损失
（注 7）

 (1,339) (13,152) 89.82  

资产处置收益
（注 8）

 555  124  347.60  

营业外支出
（注 9）

 9,370  67,697  (86.16) 

注： 

（1）财务费用同比下降的原因是：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的原因是：①本公司下属企业为提高资金收益，本报

告期加大对银行定期存款、银行大额存单等的购入；②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收到的现金股利同比减少。 

（3）其他收益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确认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4）投资收益同比下降的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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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比减少；②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因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产品（“ABS”）业务增加，致使本

项目金额同比减少。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本报告期末公允价值增加。 

（6）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本报告期转回部分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 

（7）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减少。 

（8）资产处置收益同比上升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处置资产确认的收益同比增加。 

（9）营业外支出同比下降的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确认的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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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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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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5,016 (1.70) 3,071,546 (8.13) 48.42 增加 3.61个百分点 

大健康 6,521,431 (1.25) 3,552,050 3.85 45.53 减少 2.68个百分点 

大商业 24,355,440 4.96 22,656,979 4.47 6.97 增加 0.43个百分点 

其他
（注）

 251,720 79.32 209,520 78.62 16.76 增加 0.32个百分点 

合计 37,083,607 2.99 29,490,095 3.22 20.48 减少 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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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294 5.77   1,731,801 6.36 43.28  减少 0.32个百分点 

化学药   2,901,722 (8.49)  1,339,745 (21.89) 53.83  增加 7.92个百分点 

大南药合计   5,955,016 (1.70)   3,071,546 (8.13) 48.42  增加 3.61个百分点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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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下属企

业医院门诊业务量、防疫用品等医疗器械业务量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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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5,675  3.78  

华东               3,139,818  (5.73) 

华北               1,511,544  (6.03) 

东北                 308,732  0.31  

西南               2,858,335  14.97  

西北               1,040,918  (3.31) 

出口                8,585  (20.99)   

合计            37,083,607  2.99  

 

4.2.4 其他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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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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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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 30日，本集团的流动比率为 1.71（2021年 12月 31日：1.64），速动

比率为 1.44（2021年 12月 31日：1.31）。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60.94天，比去

年年末减慢 0.26天；存货周转天数为 57.27天，比去年年末加快 8.43天。 

4.4.2 财政资源 

于 2022年 6月 30日，本集团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民币 21,194,890 千元（2021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1,013,364 千元），其中约 99.45%及 0.55%分别为人民币及港币等外

币。 

于 2022年 6月 30日，本集团之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10,180,555千元（2021年 12月 31

日：人民币 9,180,820 千元），其中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8,899,263 千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8,428,008 千元），长期借款为人民币 1,250,620 千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 752,812千元）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30,672千元（2021年 12月 31

日：人民币 0元）。 

4.4.3 资本结构 

于 2022年 6月 30日，本集团的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30,677,951千元（2021年 12月 31

日：人民币 32,253,851千元），比期初下降 4.89%；长期负债为人民币 3,163,826 千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537,270 千元），比期初上升 24.69%；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股东

权益为人民币 30,540,679 千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9,062,184 千元），比期初

上升 5.09%。 

4.4.4 资本性开支 

本集团预计 2022 年资本性开支约为人民币 22.18 亿元，其中 2022 年上半年已开支人

民币 6.20亿元（2021年上半年：人民币 4.83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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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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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人民币千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截至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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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9 0.08  -  0.00  100.00  

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医

药公司将与其非控股股东之间涉及

业绩承诺相关的或有对价由“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至本项目。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

资产 

109,089 0.16  - 0.00  100.00  

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企业持有至到

期的大额存单期限小于一年，由

“债权投资”列报至本项目。 

其他流动资

产 
1,499,986 2.25  827,458  1.25  81.28  

（1）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企业购入

大额存单，其期限在一年以内且持

有至到期；（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留抵进项税减

少。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1,008,790 1.51  574,278  0.87  75.66  

（1）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企业购入

大额存单，其期限在一年以上且持

有待售；（2）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

司医药公司将与其非控股股东之间

涉及业绩承诺相关的或有对价由本

项目列报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开发支出 15,331 0.02  10,567  0.02  45.0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生的属于无形资

产开发阶段支出有所增加。 

合同负债 1,186,803 1.78  2,740,338  4.14  (56.69) 

（1）2021 年年末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因春节备货而增

加的预收货款，本报告期内发货并

实现销售，致使预收货款余额减少；

（2）本公司其他下属企业预收货款

较去年年末减少。 

应交税费 538,123 0.81  233,497  0.35  130.46  
本公司下属企业应交未交的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较去年年末增加。 

其他流动负

债 
740,224 1.11  346,060  0.52  113.90  

（1）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6 亿元；

（2）本公司下属企业一年以内预收

款项中的待转销项税金减少。 

长期借款 1,250,620 1.87  752,812  1.14  66.13  本公司下属企业银行借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

益 
(12,111) (0.02)  (17,476)  (0.03)  30.70  

本公司下属企业外币汇率折算差额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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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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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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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3千元，及投资性房地产原值港币 6,8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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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港币 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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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 350千元、美元

166 千元。 

4.4.9 银行贷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团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10,180,555 千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9,180,820 千元），比期初增加人民币 999,735 千元，以上借款包括短期借

款人民币 8,899,263 千元、长期借款人民币 1,250,620 千元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人

民币 30,672千元。 

4.4.10 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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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

（2021年 12月 31日：52.62%）。 

4.4.11 重大投资 

截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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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对外股权投资额为人民币 1,628,037 千元，比上年度末增加人民

币 65,158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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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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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9 - 

其中：权益工具投资 - - 

       其他             50,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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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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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34   10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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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449 

合计      125,476      123,422 

③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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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790 574,278 

其中：债务工具投资 504,000 4,000 

      权益工具投资 504,790 506,810 

      其他 - 63,468 

合计             1,008,790             574,278 

其中：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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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257 2,652,699 11,165,907  8,205,459 1,247,337 

医药公司 
医药商业

业务 

医疗用品及

器材零售 
2,449,305.50 72.74    24,403,623 1,526,809 28,999,239 6,099,816 295,269 

本报告期内，除上表中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和医药公司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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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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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64 哈药股份    3,705    376,103    1,132 0.86  (203) 

2 深市 A 股 000950 重药控股  150,145 25,992,330    129,962 99.14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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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50 26,368,433 131,094 100.00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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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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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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及 2022 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2022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态势明显，国内新冠疫情多发散发，为经济运行带

来了不稳定因素。受医药行业政策环境的影响，医药产业在变局中加快转型升级。一方面，

随着带量集中采购加快推进，医保目录开启常态化调整，国家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

等一系列监管政策不断落实，以及新冠疫情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要求医药企业进一步降本

增效、加强研发、提升竞争力，为医药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国家出台政策

大力扶持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尤其是支持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也为医药健康产业创

造了重要机遇。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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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降本增效，深化销售、采购、生产

等资源整合，把握医保目录扩容机会，加强对“巨星品种”的支持和培育。紧抓机遇，积

极推动营销模式转型。加强对老字号品牌的保护传承，进一步激发老字号企业创新活力及

拓展特色健康业务。 

2、做强做优大健康板块业务，实现创新发展。紧抓销售旺季，以“吉文化”传播为核

心，大力推进“王老吉”、“刺柠吉”、“荔小吉”等“吉系列”产品销售，深化全渠道

布局，提升产品销量。加强润喉糖、龟苓膏、椰汁等潜力产品的市场拓展，打造新的增长

点。 

3、做深做活大商业板块业务，推动服务转型。坚持批发与零售双轮驱动，一方面完善

B2B 平台，积极提升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加快零售网点的开拓，持续填补省内市场空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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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争取医保“双通道”药店资质及特药药房认证，抢占处方外流先机。 

4、做大做精大医疗板块业务，打造医疗品牌。着力加强白云山医院的规范化管理和信

息化建设，打造“白云山润康”月子会所品牌，加快推进白云山中医院建设工程。 

5、坚持加大投入、聚力创新，发挥集团科研优势，开展制药过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

作，积极探索建立创新联合体，提升研发能力。 

6、扎实推进第二批企业开展职业经理人改革工作，落实人才强企战略，推动公司管理

提质提效。持续加强基础管理及风险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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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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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而偏离企业管治守则第二部分之守则条文 C.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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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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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执行董事已具备适当的专业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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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未经审计的中期报告。审核委员会就本公司所采纳会计处

理方法并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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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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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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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第 13.51（B）（1）条，在本公司刊发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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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姓名 变更之详情 

程宁 于 2022 年 1月担任广州广药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黎洪 
于 2018 年 5月担任广药白云山香港公司董事；于 2022 年 1月不
再担任广药集团党委委员。 

 

4.14 于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员工人数为 24,771 人。2022 年上半年，本集团员工工资

总额约为人民币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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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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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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 日，医药公司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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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外资股的批复》。2022年

6 月 23 日，由于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核准批复有效期已经届满，以及目前香港资本市场环境

变化，结合本公司及医药公司的发展规划，经审慎研究，本公司及医药公司决定暂时中止

推进医药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上市相关工作，但不排除会根据未来的市场

环境及业务发展需要，在适当时候考虑重新启动推进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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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 31日、2021 年 7月 4日及 2022

年 6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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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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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公司发行兴业圆融—广州医药应收账款 2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第 2 期专项计

划”）于 2021年 9月 10日成立，在募集期间有效参与金额为人民币 10亿元。设立后，将

根据相关规定和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备案。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医药公司第 2 期专项计划累计出售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30.63

亿元，医药公司收到的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30.04 亿元，所得款用于补充医药公司的流动资

金。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日期为 2021年 9月 10日、2022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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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