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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332                                             公司简称：白云山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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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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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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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其中，副董事长程宁女士以通

讯方式参加会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储小平先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非执行

董事姜文奇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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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51 段的规定，须载列于本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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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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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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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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李济药厂 指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敬修堂药业 指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老吉药业 指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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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济公药厂 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

制药厂 

明兴药业 指 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山和黄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投资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医疗器械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院 指 广州白云山医院有限公司 

化学药科技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化学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药总院 指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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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锋投资 指 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心堂公司 指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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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8620）6628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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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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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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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40,828   14,840,014   124.67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2,547,561   2,619,000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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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158   1,540,996  4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千

元) 
(925,743)  1,202,777  (176.9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

币元） 
(0.57) 0.74 (176.97) 

利润总额(人民币千元)  3,211,762   3,011,163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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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1,159 21,684,909 8.56 

总资产(人民币千元) 53,353,846 51,482,184 3.64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

元) 
14.48 13.34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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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   1.611   (2.73)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1.567   1.611   (2.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人民

币元) 
 1.356   0.948   43.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0   12.98  
 减少 1.88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60   7.64  

 增加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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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去年因医药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确认购买日之前持有份额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人民币 8.26亿

元，及本公司确认了所持有的一心堂公司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人民币 2.55亿元，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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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述事项；（2）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

目本期发生额增长；（3）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因实施控

费维价措施及收到政府补助，利润实现较大增长；（4）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其他企业

主营业务利润增加。 

本报告期，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43.10%，主要

原因是：（1）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

期发生额增长；（2）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因实施控费维

价措施，利润实现较大增长；（3）本报告期，本公司下属其他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76.97%，主要原因是：2018年 1-5月医药公

司为本公司合营企业，2018年 5月 31日完成 30%股权收购后，医药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

范围，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受该公司影响。该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在广州 GPO中标后，加大了药品储备采购；(2)调

整业务结构，医院销售比重有所提高,医院业务回款期较长致使应收账款增加；（3）票据

贴现同比减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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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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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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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 148,338,467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6,000  219,765,409 13.52 0 0 

境外

法人 

广州国发 0  87,976,539  5.41 87,976,539  0 
国有

法人 

广州城发 0 73,313,783  4.51 73,313,783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0  47,278,008  2.91 0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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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锋投资 0  21,222,410  1.31 21,222,410  21,222,41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15,260,700  0.94 0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2,597 10,555,206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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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的说明 

（1）根据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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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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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4.1 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围绕“风控增效年”的发展主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

质增效，严控风险，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9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33,340,828 千元，同比增长 124.67%；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3,211,762 千元，同比增长

6.66%；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547,561 千元，同比减少 2.73%；归属于本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205,158 千元，同比增长 43.10%。 

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本报告期本集团的经营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本

报告期内，本集团各板块业务进一步发展，主营业务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其中，本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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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实施控费维价措施及收到政府补助，因而利润实现较大增

长；（2）本报告期内，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从而令本集团主营

业务收入及利润同比增加。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扎实推进如下工作： 

一是继续以“大品种”为抓手，加大对品牌与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培育“时尚中

药”和“巨星品种”。同时，紧抓资源整合战略时机，借助大商业板块配送网络和物流优

势，发挥大南药板块与大商业板块产生的协同效应，推进两大业务板块的互促互进、深度

融合。 

二是继续以“一核多元”为核心，挖掘“吉文化”精髓，逐步培育新品类，打造特色

的大健康产品群。本报告期内，（1）深耕“吉文化”内涵，为提升品牌价值奠定基础。

王老吉大健康在春节期间围绕“过吉祥年，喝红罐王老吉”主题，巩固了王老吉在礼品市

场的地位。王老吉东京博物馆启动，提升了海外品牌的认知度。（2）巩固优化品牌年轻

化战略，实施精细化、时尚化营销。王老吉大健康一方面针对 2019 年夏季档制定的“越

热越爱走出去”的传播主题，启用新代言人进行“怕上火，喝王老吉”教育，拓展消费场

景；另一方面借助年轻化社交媒体平台，加深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互动，传导品牌年轻化战

略。（3）多元化布局新产品，培育新增长点。本报告期内，新品王老吉刺柠吉系列和茉

莉凉茶正式上市销售。 

三是继续以“深耕+开拓”为主线，拓展医院社区医疗业务，加快终端配送渠道下沉

及零售业务的布局。本报告期内，（1）坚持终端战略，拓展各级医院及医疗机构业务。

医药公司在广州 GPO 中标后，进一步加快医疗机构业务的拓展，从而促进了相关业务的增

长，医院销售比重同比有所提升；采芝林药业紧抓中药饮片产品开发，扩大医院精品中药

饮片的市场份额。（2）多方位、多元化布局零售业务，开展零售服务，通过并购、新建

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在医药连锁终端的布局。 

四是继续加快大医疗板块布局：（1）广州白云山医院加强康复学科的发展，与广东

三九脑科医院共建了紧密型医联体单位以及儿童诊疗康复中心，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康复

治疗体系。（2）积极探索开拓月子服务、养老服务等更深层次领域的合作项目，同时，

培育医疗器械新业态，不断夯实医疗及医械发展基础。 

五是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强化产品质量管理，严守产品质量关。本报告期内，

（1）研究总院“国家犬类实验动物资源库”成功入选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名单。

本集团获得生产批件（含补充申请批件）5 项，获得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

专利 4 项，新增 2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此外，陈李济药厂被评为“广东省创新型企

业”，敬修堂药业被评为“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和“广州市创新标杆企业（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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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2）推进科研创新重大项目落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稳步推进，头孢呋辛酯片

获得一致性评价批件。（3）狠抓产品质量管理工作，针对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

患，积极开展自查以及药政法规培训，着力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六是继续强化内部管理，提升运营质量；同时，严抓党建、战略、考核、规范、成

本、风险、安全、环保等方面管理，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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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33,340,828 14,840,014 124.67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3,199,320 14,725,777 125.45 

营业成本
注（2）

 25,893,939 10,050,615 157.64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25,858,276 10,032,270 157.75 

销售费用
注（3）

 3,181,215 2,175,615 46.22 

管理费用
注（4）

 986,091 708,304 39.22 

研发费用 276,820 242,287 14.25 

财务费用
注（5）

 79,873  (68,121) 21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6）

 (925,743) 1,202,777 (176.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7）

 (257,080) 676,412  (138.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8）

 1,253,450  398,688  214.39  

其他收益
注（9）

 356,510 116,850 205.10 

投资收益
注（10）

 117,960 1,056,228 (88.8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11）

 10,826 251,277 (95.69) 

资产减值损失
注（12）

 (7,142) (4,079) (75.10) 

信用减值损失
注（13）

 (60,985) (29,224) (108.68) 

所得税费用
注（14）

 533,951 351,799 51.78 

少数股东损益
注（15）

 130,250 40,364 222.69  

注： 

（1）营业收入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2018 年 1-5 月医药公司为本公司合营企

业，2018 年 5 月 31 日完成 30%股权收购后，医药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去年同期王老吉药业为本

公司合营企业，2018 年 10 月完成 48.05%股权收购后，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注一”）。

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166.14

亿元。 

（2）营业成本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

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151.11 亿元。 

（3）销售费用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①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

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7.02 亿元；②本报告期内，本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加大促销及广告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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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费用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

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2.31 亿元。 

（5）财务费用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

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1.66 亿元。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8 年 1-5 月医药公

司为本公司合营企业，2018 年 5 月 31 日完成 30%股权收购后，医药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本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受该公司影响。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①在广州 GPO 中标后，加大了药品储备采购；②调整业务结构，医院销售比重有所提高,医院业

务回款期较长致使应收账款增加；③票据贴现同比减少。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本公司于本报告期

支付了购买“王老吉”系列商标对价人民币 14.72 亿元（含增值税）；②医药公司去年纳入本公司合并

范围时，确认了支付对价与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差额，本报告期无此事项；③本集团结构性存款

及理财产品到期收入大于购买支出。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2018 年 1-5 月医药公

司为本公司合营企业，2018 年 5 月 31 日完成 30%股权收购后，医药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本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因该公司的银行贷款增加。 

（9）其他收益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10）投资收益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因医药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本公司

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确认购买日之前持有份额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本期无此发生额，使得本期投资收

益同比减少。 

（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确认了一心堂公司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本期无此发生额，使得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1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①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纳

入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减少人民币 0.13 亿元；②本公司下属其他企业计提的存货跌价

损失同比减少，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 

（1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减少人民币 0.32 亿元。 

（14）所得税费用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①去年同期因医药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确认购买日之前持有份额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及本公司所持有的一心堂公司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均为非应税项目；②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

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0.67 亿元。 

（15）少数股东损益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①如注一所述，本报告期因医药公

司、王老吉药业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使得该报表项目本期发生额增加人民币 0.38 亿元；②本公司新设

控股企业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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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6,760,669 30.37  3,731,154 30.70  44.81 
减少 0.14 个百

分点 

大健康  5,854,280 10.98  2,951,597 (10.53)  49.58 
增加 12.12个

百分点 

大商业
注(2)

  20,526,806 386.98  19,129,060 398.11  6.81 
减少 2.08 个百

分点 

其他  57,565 16.20  46,465 20.85  19.28 
减少 3.11 个百

分点 

合计  33,199,320 125.45  25,858,276 157.75  22.11 
减少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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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665 37.41  1,649,604 38.42 44.28 
减少 0.41 个百

分点 

化学药  3,800,004 25.36  2,081,550 25.17 45.22 
增加 0.08 个百

分点 

大南药合计  6,760,669 30.37  3,731,154 30.70 44.81 
减少 0.14 个百

分点  

注： 

（1）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大南药板块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加大了产品的宣传与营销推广力

度，培育“时尚中药”和“巨星品种”；②部分产品销量增加或者部分产品实施提价；③王老吉药业药品部分纳入合并

范围。 

（2）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大商业板块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医药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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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6,557  194.81  

华东  3,430,208  28.84  

华北  1,529,709  26.89  

东北  347,780  35.82  

西南  2,508,066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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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1,126,756  98.41  

出口  20,244  31.17  

合计  33,199,320  1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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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确认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35,651.04 万

元，主要是本公司下属企业本期收到的工业发展扶持资金等政府补助。 

 

4.4 财务状况分析 

4.4.1 资金流动性 

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的流动比率为 1.61（2018 年 12 月 31 日：1.60），速

动比率为 1.29（2018 年 12 月 31 日：1.25）。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56.58 天，

比去年同期减慢 16.19%；存货周转天数为 60.20天，比去年同期减慢 35.80%。 

4.4.2 财政资源 

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民币 15,142,206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5,071,612 千元），其中约 99.67%及 0.33%分别为人民币及港币

等外币。 

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之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7,447,818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6,523,281 千元），其中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6,933,818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5,905,703 千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500,500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04,024 千元）,长期借款为人民币 13,500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413,554 千元）。 

4.4.3 资本结构 

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的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26,551,568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6,948,764 千元），比期初下降 1.47%；长期负债为人民币 1,561,845 千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389,687 千元），比期初上升 12.39%；归属于本公司



11 

股东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23,541,159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1,684,909 千

元），比期初上升 8.56%。 

4.4.4 资本性开支 

本集团预计 2019 年资本性开支约为人民币 31.53 亿元，其中 2019 年上半年已开支人

民币 18.35 亿元（2018 年上半年：人民币 5.28 亿元），主要用于购买商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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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人民币千元) 

占总资
产比例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人民币千元) 
（重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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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
资产 

382,467 0.72 2,137,248 4.10 (82.10)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期末结构性
存款减少人民币
15.30 亿元。 

在建工程 682,006 1.28 480,306 0.92 41.99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下属企业在
建项目投入增
加。 

生产性生
物资产 

3,678 0.01 0 0.00 /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下属企业新
购生产性生物资
产。 

无形资产 2,417,927 4.53 1,013,353 1.94 138.61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以对价人民
币 13.89 亿元购
买“王老吉”系
列商标。 

其他非流
动资产 

0 0.00 2,580 0.00 (100.00)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下属企业去
年预付的土地出
让金转入无形资
产核算。 

合同负债 1,600,367 3.00 3,686,647 7.07 (56.59)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去
年年末本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王
老吉大健康公司
因春节提前而增
加的预收货款在
本报告期内发
货，致使本项目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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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371,041 0.70 963,543 1.85 (61.49)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因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下属
企业预收款项中
的待转销项税金
重分类至其他流
动负债项目和其
他非流动负债项
目。 

一年内到
期的非
流动负
债 

712,352 1.34 343,316 0.66 107.49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下属企业将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重分类至
本项目。 

其他流动
负债 

179,668 0.34 0 0.00 /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因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下属
企业一年以内预
收款项中的待转
销项税金重分类
至本项目。 

长期借款 13,500 0.03 413,554 0.79 (96.74)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下属企业将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项目。 

其他综合
收益 

(2,453) 0.00 (477) 0.00 (414.10) 

该项目余额变动的
主要原因是：
（1）本公司金
融资产期末公允
价值减少；
（2）本公司下
属企业外币汇率
折算差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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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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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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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 千元，及投资性房地产原值港币 6,843 千

元、净值港币 3,589 千元作为抵押，取得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透资额度港币 300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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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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48 千元及

美元 326千元。 

4.4.9 银行贷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团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7,447,818 千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6,523,281 千元），比期初增加人民币 924,537 千元，以上借款包括短期借

款人民币 6,933,818 千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人民币 500,500 千元、长期借款人民

币 13,500千元。 

4.4.10 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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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9%（2018 年 12月 31日：55.05%）。 

4.4.11 重大投资 

截至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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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对外股权投资额为人民币 1,805,481 千元，比上年度末增加人民

币 45,523 千元，变化原因主要为：本集团对合营及联营企业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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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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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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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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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00.00  7,397,192  4,144,181  1,114,339 

医药公司 
医药商业

业务 
医疗用品及
器材零售 

2,227,000 80.00 23,307,767  4,633,156  168,814 

除上表中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外，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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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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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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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 / 

每 10股转增数（股） / 

 

4.8 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及 2019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今年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经济运营总体平稳且稳中有进。受医药

行业政策环境驱动的影响，医药行业仍处于变革进程中。一方面，医保控费、招标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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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1 1.54  212 

2 沪市 A 股 600664 哈药股份 3,705   376,103  1,557 1.01  71 

3 深市 A 股 000950 重药控股 150,145 25,992,330  124,191 80.86  9,747 

4 沪市 A 股 601328 交通银行 525   394,567  2,415 1.58  130 

5 沪市 A 股 601818 光大银行 10,725  6,050,000  23,051 15.01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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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06 32,870,810 153,585 100.00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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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议价、带量采购等政策带来的经营压力仍在，行业增速有所放缓；另一方面，新版

《医保目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创新药加快审评审批等重要改革成果已经陆续进入收

获期，政策改革红利为医药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同时，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医保体系的健全等因素的驱动，医药行业的需求仍然旺盛，医药行

业政策变革将继续为医药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019年下半年，本集团将重点落实如下各项工作： 

1、继续以“大品种”为抓手，推进“巨星品种”培育项目；打造时尚中药、仿创化

药、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继续加强与国内百强连锁药店的合作，提升产品销量。  

2、继续以“一核多元”为核心，实施王老吉单品多元化和品类多元化战略，大力推

广“吉文化”，巩固和提升王老吉的行业地位；加大刺柠吉、核桃露、椰汁等新品推广力

度；加强资源整合，积极推进红绿王老吉协同发展。 

3、继续以“深耕+开拓”为主线，推动终端服务网络下沉，加快零售业务的扩张布

局；推进资源整合，提升业务板块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能力。 

4、继续以科技为支撑，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坚持仿创结合的研发道路，加快创新

药、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加强质量管理，加大产品质量安全

检查力度。 

5、继续以“特色化、差异化”为导向，发展医药养结合的医疗服务产业，加快推进

现有项目落实；以“重点项目”为依托，加快新业态布局，积极推进投资并购项目。  

6、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启动专项审计、重大风险专项调研等工作，防范重大风险；

严控费用，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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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之守则（“企业管治守则”）条文，惟由于(i) 本公司执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陈矛先

生、倪依东先生、吴长海先生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卫红女士未能亲自出席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而偏离守则条文 A.6.7 条及；(ii)本公司执行董事刘菊妍女士、独立非执行

董事王卫红女士未能亲自出席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而偏离企业管治守则条文 A.6.7 条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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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本公司能遵守企业管治守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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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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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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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变更的详情 

4.13.1 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收到副董事长陈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及确

认函。陈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的职务，其辞任于同日生

效。 

4.13.2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选举程宁女

士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获委任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

日止。 

4.13.3 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张春波先生获选

举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任期自获聘任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

日止。 

4.13.4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同意聘任黄海文

先生与郑浩珊女士为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获聘任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

之日止。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第 13.51（B）（1）条，在本公司刊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之年度报告后董事资料之变更载列如下： 

董事姓名 变更之详情 

程宁 于 2019年 6月 3日获选举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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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矛 于 2019年 5月 31日辞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及执行董事。 

张春波 于 2019年 6月 28日获选举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储小平 于 2019年 3月 15日辞任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4.14 于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员工人数为 24,947 人。2019 年上半年，本集团员工工资

总额约为人民币 16.66亿元。 

 

4.15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4.15.1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4.15.1.1 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

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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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

政部要求的时间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部分以下简称“首次执行日”）起执行前述新租

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选择

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对本公司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公司选择仅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

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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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为： 

（1）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

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本公司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

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纳

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 

①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

率作为折现率）； 

http://www.baidu.com/link?url=yN_1_TT-6vSsN1j-tUN_9Voup1vjHnFofpdRSEjisr8ClHiQi1g6-cceBSspLAGA3EJDSs9xmNr1gP0KT7HKsjrbUFJXAHV51B4b9clpo7PlJ0OM9PJALiWjhkhsdWZ4mxQHrbA9L8paGEBwMA5vVgWEzDUAJnLkFW21BWWan2bjpm5G2TvnihmFypdDWWt5GXeJ8d6thO2_iPU9c9SiZ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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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使用权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集团的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金额 

（人民币元） 

新租赁准则影响 

（人民币元）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9

年 1 月 1 日账面金额 

（人民币元） 

资产：    

固定资产 3,165,746,536.73 (215,165,155.44) 2,950,581,381.29 

使用权资产 - 846,762,689.48 846,762,689.48 

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4,024,196.93 139,291,507.59 343,315,704.52 

租赁负债 - 600,490,563.19 600,490,563.19 

长期应付款 135,795,848.74     (108,184,536.74) 27,611,312.00 

本集团于首次执行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租赁负债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

为 4.35%。 

本集团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的 2018年末重大经营租赁的尚未支付的最低租赁付

款额按首次执行日增量借款利率 4.35%折现的现值为人民币 0.00 元，与首次执行日租赁负

债的差额为人民币 846,762,689.48元。 

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金额

（人民币元） 

新租赁准则影响 

（人民币元）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9 年

1 月 1 日账面金额 

（人民币元） 

资产：    

使用权资产 - 7,786,057.78 7,786,057.78 

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2,820,472.89 2,820,472.89 

租赁负债 - 4,965,584.89 4,965,584.89 

本公司于首次执行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租赁负债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

为 4.35%。 

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的 2018年末重大经营租赁的尚未支付的最低租赁付

款额按首次执行日增量借款利率 4.35%折现的现值为人民币 0.00 元，与首次执行日租赁负

债的差额为人民币 7,786,057.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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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2 财务报表列报调整 

本集团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年 1-6月财务报表，并采

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调整前 

（人民币元） 

调整数 

（人民币元） 

调整后 

（人民币元） 

资产：    

应收票据 2,780,597,684.01 (1,452,402,183.47) 1,328,195,500.54 

应收款项融资 - 1,452,402,183.47 1,452,402,183.47 

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调整前 

（人民币元） 

调整数 

（人民币元） 

调整后 

（人民币元） 

资产：    

应收票据 615,391,740.80 (167,667,277.86) 447,724,462.94 

应收款项融资 - 167,667,277.86 167,667,277.86 

4.16本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