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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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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2022年度以

合并报表口径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1,518,265.38元，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的

利润为3,235,688,020.61元。 

鉴于上述公司2022年实际经营和盈利情况，为了保证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给广大股东创造持

续稳定的收益，与所有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议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

账户上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8元（含税）。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柳药集团 603368 柳药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文捷 韦盼钰 

办公地址 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电话 0772-2566078 0772-2566078 

电子信箱 lygf@lzyy.cn lygf@lzy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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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柳药集团是一家综合性医药上市企业。公司经过七十年来在医药大健康领域的深耕细作，逐

步形成以“医药批发、医药零售、医药工业为主业，供应链增值服务、医药互联网服务、终端健

康服务等创新业务协同发展”的综合性医药大健康产业集团业务体系。 

（二）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现阶段主营业务以医药批发、医药零售和医药工业为主。公司医药批发和医药零售业务

合并称为“医药商业”，经营品种包括各类药品、医疗器械、耗材、检验试剂等。主要经营模式是：

从上游供应商采购商品，经过公司的仓储、物流、分销、零售药店等环节，销售给下游客户（包

括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械经营企业、个人消费者等）。公司医药工业业务，主要通过公司旗下药

械生产企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器械等产品。此外，公司近年来加快互联

网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业务，积极发展药械 SPD 项目等供应链增值服务，开展处方外延、互联网医

疗、医药电商、慢病管理等的“新零售”服务，实现传统板块数字化转型，推动批零协同、工商

协作，并通过发展第三方医药物流、中药代煎、中医诊疗等终端配套服务巩固公司核心业务稳健

发展。 

1、医药批发与供应链增值服务 

公司批发业务主要是指公司作为上游供应商的配送商或分销代理商，将商品配送到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或销售给其他医药流通企业、连锁药店等。批发业务的盈利主要来源于购销差价或商品

分销、代理业务中上游供应商给予的促销返利。近年来，公司通过信息系统建设和智能化设备应

用，搭建覆盖药品流通上、下游的信息平台，为供应链上、下游客户提供专业物流增值服务，满

足客户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可追溯管理要求，从而提升客户粘性，推动集采集配落地，提

高公司市场份额。2022年，公司批发业务实现营收 1,531,626.33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80.59%，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98%；其中医院销售业务是公司批发业务的核心，2022年医院销售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1,407,442.25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74.05%。 

2、医药新零售 

公司零售业务是通过网上药店、终端实体药店向广大个人消费者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等医药

产品销售和健康服务的一类业务，其利润主要来自于医药产品进销差价。公司目前主要通过全资

子公司——桂中大药房及其旗下药店面向广大个体消费者提供医药零售服务。公司近年来进一步

优化门店布局，发展 DTP 药店、医保双通道药店、慢病药店等特殊药店，开展处方外延、慢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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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网上药店等创新业务，借助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线上、线下业务的融合，打造“新零

售”业态，保持零售业务的持续增长。2022 年，公司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87,334.08 万元，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15.12%，较去年同期增长 5.39%。 

3、医药工业 

医药工业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的生产研发业务。公司旗下目前拥有仙茱中药科技、仙茱

制药、康晟制药、万通制药等制药企业，构成公司的医药工业体系。目前，公司医药工业业务主

要围绕中药产业布局，开展中药饮片生产加工以及中成药、中药配方颗粒等现代中药产品生产研

发。其中仙茱中药科技主要从事各类中药饮片生产加工业务，已能生产加工中药饮片 1,100 多个

品种、8,000 多个品规。仙茱制药主要从事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研发业务，负责公司中药配方颗粒

生产研发基地投产后的具体运营工作。康晟制药和万通制药主要开展中成药生产研发，旗下分别

拥有安神养血口服液、归芪补血口服液和复方金钱草颗粒、万通炎康片（胶囊）等多个独家专利

产品和知名品牌。2022年，公司医药工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79,702.30万元，占比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的 4.19%，较去年同期增长 48.50%。 

公司 2022 年 1-12月各业务板块实现的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主营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金额 同期增减 占比 金额 同期增减 占比 

医药批发 1,531,626.33 10.98% 80.59% 44,612.77 13.74% 66.59% 

医药零售 287,334.08 5.39% 15.12% 12,197.33 57.51% 17.39% 

医药工业 79,702.30 48.50% 4.19% 13,341.73 41.72% 19.02% 

★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核心业务所处行业为医药流通业，是连接上游医药工业企业与下游医疗机构、个人消费

者等终端客户的中间环节，包含批发和零售两大板块。同时，公司近年来加快在医药工业板块的

布局，开展中药、中成药、中药配方颗粒等中药相关产品的生产研发。 

（一）公司业务板块及所处行业相关政策情况 

公司业务板块和所处行业相关政策包括：药品流通行业相关政策、医改政策、中医药产业政

策等。2022年是医药行业变革提速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期医药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半年国家出台的多个“十四五”规划类文件和医药行业相关政策措施，涵盖药品安全、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健康信息规划、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改革等诸多影响深远的政策，确立了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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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药卫生事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即鼓励中医药传承创新、强化药品安全监管、扎实开展带量集

采、推动集采常态化与医保 DRGs支付、规范互联网医疗服务、强化互联网售药监管、推动医疗健

康服务行业数字转型等。 

（二）医药流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行业高质量发展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老龄化趋势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和医药产品的需求持续扩大，

而居民支付能力的增强和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进一步带动健康消费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

医药流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根据历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的数据统计，全国医药

商业销售总额 2015 年到 2020 年年均复合增长 7.8%，从 2000 年的 1,505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6,064亿元，22年间增长了 16.32倍。当前，药品流通行业已进入“十四五”新的发展时期。伴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新技术跨界融合，行业在降价、控费、结构调整、竞争加剧等

压力下，以数字化、智能化、集约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在健康消费需求

刚性增长的基础上，行业呈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态势。 

（三）行业集中趋势明显 

政策文件或措施 相关内容或影响 

2022年第六批、第七批国家组织的药

品集采相继落地 

集采常态化下，药品降价已成趋势，推动以量换价和终

端用药结构的调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

点工作任务》 

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扩大采购范围，对国

家组织采购以外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的药品耗材，指导

各省份至少各实施或参与联盟采购实施 1次集中带量采

购，提高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网采率。 

在“两票制”全面落地和带量集采常态化的影响下，耗材带量采购逐步启动，中成药集采推

进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集采范围不断扩大，推动行业规模化运作和流通端成本费用控制，加快淘

汰落后企业，行业集中度未来将持续提升。在零售市场，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表现在连锁化率的提

高。根据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总体目

标：到 2025年，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批发市场总额 98%以上；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年

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65%以上；药品零售连锁率接近 70%。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市场优胜劣汰

的选择下，未来药品流通行业集中趋势将进一步加快。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大背景下，具备较强

配送服务能力和渠道客户资源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将获得更多的行业资源，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

势，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核心配送企业。 

（四）智慧供应链服务推动流通企业渠道价值再造 

政策文件或措施 相关内容或影响 

《关于做好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 力争 2022年 11月底前，实现 DRG/DIP功能模块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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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DIP 功能模块使用衔接工作的通

知》 

落地应用。DRG/DIP功能模块的推广与应用是为 DRG/DIP

支付改革做准备，将推动医院强化精细化管理，合理使

用医保资金，推动医疗机构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式发展

转型为更加注重内部成本的控制。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

点工作任务》 

分类推进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实施工作，深化唯一标识在

监管、医疗、医保等领域的衔接应用。探索完善药品流

通新业态新模式。 

在当前行业集中度提升和降价控费医改政策背景下，一方面，上游生产企业和下游医疗机构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生产研发和医疗服务提升等主业方面，将其市场运维、物流管理、客户管理

等基础工作转给具备渠道资源优势、物流技术优势的流通企业承担，从而有效降低销售和流通管

理环节成本费用；另一方面，通过流通企业搭建专业的供应链管理平台，实现药械的数据信息统

一和共享，满足医保按病种付费（DRGs）、药品零加成实施情况下精细化、可追溯管理要求，提高

运营管理效率。此外，在零售板块，随着互联网+医疗、处方外购、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

等政策落地，零售药店既能承接控费、控量和互联网医疗服务推动下医院端流出商品，满足医院

患者个性化药品需求，又能为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等增值服务，满足消费者健康服务的

多样化需求。因此，医药流通企业的渠道价值和专业化服务功能日益受到上、下游客户青睐，形

成覆盖全链条的便捷高效的服务网络，统一规范的数据信息，安全有序的服务体系，实现流通企

业渠道价值的升级再造，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互联网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业态，推动流通行业数字化转型 

政策文件或措施 相关内容或影响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从事药品网络销售的，应当是具备保证网络销售药品安

全能力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药品经营企业。药品

网络销售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管理、风险

控制、药品追溯、储存配送管理、不良反应报告、投诉

举报处理等制度。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 

健全全民健康信息化标准体系，推动完善健康医疗大数

据、“互联网+医疗健康”、医学人工智能及 5G、区块链、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体系和统一规范的国家

中医药数据标准和资源目录体系，优先药品供应保障智

慧监测应对行动。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 

明确了互联网诊疗监管的基本原则，以保障医疗质量和

安全为根本，遵守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法

律法规；以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将互联网诊疗纳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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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

管理的通知》 

积极支持定点零售药店开通门诊统筹服务。各级医保部

门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自愿

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务，为参保人员提供门诊统筹用药

保障。 

近年来，5G网络、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应用，推动药品流通领域传统服务模式的数字化转

型，促进企业线上平台、线下服务、营销模式、运营管理、仓储物流、终端健康服务等环节的数

字化应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等政策出台，

从政策层面引导并逐步解决互联网医疗健康和消费面临的问题，支持药品流通企业与电子商务平

台融合发展，发展智慧供应链、智慧物流、智慧药房等新形态，“互联网+医药”发展逐步放开并

走向规范化，行业新服务模式正在形成。同时，流通企业通过供应链平台搭建，推动各环节的数

据信息共享，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推动行业精细化、可追溯管理落地；零售企业通过互联网医

疗平台、处方流转平台的搭建应用，为零售药店带来更多专业化服务和消费需求，并通过大数据

提供更加精准、专业的慢病管理、用药咨询、患者教育、健康管理等健康服务，实现服务数字化

升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8,606,991,646.91 15,874,750,518.75 17.21 14,807,733,5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968,964,510.96 5,460,085,144.85 9.32 5,098,596,487.13 

营业收入 19,052,830,880.56 17,134,823,191.04 11.19 15,668,662,97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01,518,265.38 563,817,377.76 24.42 711,713,75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95,246,083.12 553,310,695.50 25.65 680,770,146.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6,430,637.81 332,878,819.37 52.14 664,685,87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26 10.69 

增加1.57个百

分点 
15.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94 1.56 24.36 1.9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94 1.56 24.3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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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813,503,290.88 4,388,102,699.74 5,020,747,654.50 4,830,477,23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0,945,910.28 148,139,527.67 206,196,794.01 126,236,03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18,797,251.55 145,594,255.04 204,908,162.95 125,946,41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7,602,736.95 424,137,903.34 303,804,869.40 496,090,602.0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0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60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朱朝阳 0 101,032,795 27.89 0 质押 52,800,000 
境内自

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69,985 10,494,933 2.90 0 无 0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906,239 10,090,774 2.79 0 无 0 其他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 7,068,230 1.9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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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8,700 6,762,437 1.87 0 无 0 其他 

葛昌明 -350,100 3,634,000 1.0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陈卓娅 -12,500 3,528,000 0.9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8,788 2,898,788 0.80 0 无 0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804,367 2,804,367 0.77 0 无 0 其他 

陈洪 0 2,743,190 0.7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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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传统板块的数字化转型，在批发端抢抓优质品种，持续扩大品种优

势，并积极开展医院药械耗材 SPD 项目，构建覆盖上、下游的智慧医药供应链体系，推动集采集

配模式落地，从而稳步提升医院业务规模尤其医院器械耗材市场规模；在零售端，公司发挥批零

一体化优势，推动 DTP业务、处方外延项目的开展，落地慢病管理、互联网+医药等创新服务，构

建“新零售”业态，实现零售业务稳健提升。在工业板块，公司全力推进产能提升、产品提质、

技术创新，不断丰富自产工业产品品种，通过批发零售渠道加快自产产品的市场拓展，工业板块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22 年，公司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实现营业收入 1,905,283.09 万元，同比

增长 11.1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51.83万元，同比增长 24.42%。公司品种结构

不断优化，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保持稳健增长的同时工业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对公司的利润贡献

持续扩大，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朝阳 

2023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