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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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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药股份

603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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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72-2566078

0772-2566078

办公地址

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电子信箱

lygf@lzyy.cn

lygf@lzyy.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62,900,110.26

9,772,634,790.34

23.44

4,012,802,898.78

3,846,463,110.28

4.32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年度末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64,151,636.93

上年同期
-501,396,380.5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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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196,922,503.48

5,516,184,390.52

3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155,817.91

255,580,746.21

3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9,768,602.61

254,898,604.71

3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7

7.10

增加1.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

0.99

3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0.99

39.3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0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境内自
然人

27.86

72,166,282

0

质押

51,270,000

宁波光辉嘉耀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81

9,876,989

0

质押

9,87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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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87

7,446,50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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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71

7,017,642

0

无

重庆程奉盈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3

6,047,361

0

质押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09

5,409,400

0

无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九泰
基金－慧通定增 4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05

5,317,584

0

无

上海六禾芳甸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91

4,938,393

0

无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银行“薪满益足”天天薪
人民币理财计划

其他

1.60

4,136,102

0

无

境外法
人

1.06

2,748,879

0

无

朱朝阳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9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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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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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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医改工作继续按照既定的政策框架和目标持续推进，在“两票制”推行、
“4+7 带量
采购”试点启动、分级诊疗加快推进基础上，2019 年药品价格联动机制、药品集团化采购模式（GPO）
等药价改革涌现，按病种付费（DRGs）在全国 30 个城市开展试点，医用耗材改革方案推出，医保
目录调整在即，进一步推动药价的理性回归，行业竞争加剧。同时在“互联网+”政策和新技术的
推动下，传统流通渠道受到挑战，多元化供应链体系正在形成。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
文件呼之欲出，进一步加快行业整合速度，医药流通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和行业重塑期。但从长远
来看，二胎放开、社会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强力驱动，居民对健康消费需求的提升，医药
产品和服务的刚性需求依然强劲，药品流通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同时在多方政策的推动下，行业集
中趋势不变，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涌现，运营效率提升，批零一体化和多业态发展明显，行业呈现销
售平稳、结构优化、质量升级的发展态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面对行业政策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实际，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发挥
自身现代物流技术和批零一体化渠道优势，不断深化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经营品种持续增加，保
持较高品种满足率。在医药批发板块，公司进一步完善网络布局，加强核心城市布局设点，稳固核
心市场的同时加强县乡基层市场覆盖，保持对终端渠道的控制力度，并通过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
器械耗材 SPD 项目等拓展配套增值服务，进一步密切与医疗机构客户的合作关系，逐步提升公司的
市场份额。在零售连锁方面，公司零售药店通过自建和收购加快布局，DTP 药店和专业化药房的建
设也加快，同时推动院边处方外流的承接药店布局，完善处方流转系统和线上药店渠道建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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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提高。此外，公司继续加快延伸产业链，发展医药工业业务，持续提高仙茱
中药科技饮片加工产能和质量，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医药工业与医药商业业务的协同，推动万通制药
产品销售，同时开展第三方医药物流等配套服务，实现企业多元化发展，保持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与区内 68 家医疗机构签订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协议并逐步实施；仙茱
中药科技饮片加工产能和产值大幅提升，收购标的万通制药运营良好，产能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9,692.25 万元，较上期增长 30.47%；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615.58 万元，同比增长 39.35%，继续保持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主要在于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和行业政策变化对经营模式、合作形式和产
业布局进行了创新规划，保持公司与重点医疗机构客户的良好合作关系，重点医院销售规模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公司零售连锁药店布局加快，DTP 业务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从品种上看，公司药品销
售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的销售规模增长较快，公司在保证品种齐全的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品种结构，加快开发新药特药和质优品种经营。此外，公司中药饮片生产产能大幅提升，
所收购的医药工业企业发展良好，工业板块逐步形成利润支撑点。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业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密切供应商合作，保持较高的品种满足率
报告期内，在“两票制”政策环境推动下，公司凭借批零一体化丰富的渠道资源和客户优势获
得更多上游供应商资源，提升公司在供货渠道和品种上的优势，与国内外主流药品供应商在广西区
内保持良好合作，实现对三级、二级医院所需药品品种的全覆盖。同时公司通过组建专业的服务团
队，为供应商提供渠道增值服务，加强对基药品种、重磅新品包括国产仿制药、进口药的开发推广
力度，使品种优势不断扩大。目前，公司经营品规数量达 40,000 多个，合作供应商突破 4,200 家，
保证了公司较高的品种满足率，大大促进公司下游销售业务的开展。
（二）零售药店布局加快，药店经营模式不断创新，批零一体化优势突出
在药品零售连锁业务领域，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通过自建或收购方式加快在核心城市的布
局设店，药店总数达 547 家（包含所收购药店），其中医保药店 341 家。在 DTP 业务方面，桂中大
药房进一步加快区域 DTP 药店布局，截至本报告期末 DTP 药店数达 82 家。同时公司进一步丰富 DTP
药店品种，提高 DTP 药店大病医保以及特、慢门诊定点药房资质覆盖，公司以 DTP 药店发展为基础，
推进处方外延平台合作项目建设，为处方外购做好准备。此外，公司充分发挥批零一体化优势，一
方面促进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提高慢性病、肿瘤等特殊疾病药品品种优势；另一方面推动药店与
下游医疗机构的业务联动，实现批发与零售销售渠道的协同、互补。同时通过设立健康中心、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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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馆等创新药店服务模式，提高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药品零售业务收入 86,846.1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2.59%，逐步形成以城市专业化药房为中心，DTP 药店、医院院边药店为支
撑，覆盖核心城区和社区的门店体系。
（三）强化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实现向上线下互动
公司运用“互联网+”理念，推动公司传统业务转型升级。2019 年上半年，公司加大在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的投入，加快自主 B2B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组建电子商务运营团队，全面提升公司的产
品分销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桂中大药房网上药店为个人提供网上购药服务。2019
年上半年，桂中大药房进一步加强自营网上药店平台发展，优化品种结构，通过手机 APP、微信商
城、官网、电话呼叫中心及线下零售药店等多渠道推广平台业务，发展区域内药品在线销售与配送
业务，开展“网订店取”
、“网订店送”等新型零售模式，促进线下零售业务的发展。此外，公司在
互联网技术应用方面加强与医疗机构、专业科技公司的合作，推动互联网医疗处方外购、慢病管理
等方面的合作，完成相关信息系统的研发、对接，通过全面整合互联网医院、网上药店、终端客户
和患者资源，打造区域内“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应用的典型，提升健康消费便利性，推动公司
业务发展。
（四）拓展供应链服务功能，完善配套服务，提升中高端医院市场规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以打造智慧医药供应链体系为目标，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
术、智能化设备的融合，在提高配送服务效率的同时通过药械供应链管理平台、处方流转平台等信
息系统的研发应用，持续开展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智慧药房建设项目、器械耗材 SPD 项目、检验
试剂集成化管理等项目建设。报告期内，公司与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玉林市玉州区人民医院）、
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签订物流延伸项目合作协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合作医院达 68 家。
此外，公司还积极推进原签订协议医院项目建设，拓展合作范围，推动器械耗材 SPD、中药智能化
管理等项目合作，试点开展处方外购合作，进一步稳固合作关系，实现市场份额的提升。报告期内，
公司医院销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38,245.89 万元，同比增长 27.98%。
（五）加快区域市场布局设点，实现属地化管理和配送，提高终端市场覆盖
随着“两票制”等医改政策的推行，推动行业整合，配送集中度提升。2019 年上半年，公司进
一步提升各区域子公司配送服务能力，加快在核心城市的增点布局，各区域子公司依托母公司的现
代物流技术和品种优势服务于本地客户，通过属地化管理和配送，实现多仓协同、城乡联动，以各
子公司为节点向县乡基层市场渗透下沉，推动城乡一体化配送及区域集中配送模式实现。各区域子
公司与各区域医疗机构也加强沟通与合作，全力推进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SPD 项目等合作项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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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以子公司为主体广泛参与招投标工作和市场竞争。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在来宾市、钦州市完
成子公司设立，进一步完善区域市场布局，并逐步将原有各区域市场业务转由区域子公司承接，属
地化经营管理将加强公司区域基层网络建设和覆盖，使公司的营销网络覆盖更广、更深，提升公司
渠道资源优势，为供应商合作、品种引进开发和自身生产产品的推广布局奠定基础。
（六）完善产业链布局和配套服务，培育新的利润支撑点
公司积极向上、下游延伸业务，实现企业多元化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仙茱中药科技饮片生产
加工产能大幅提升，已能生产加工中药材品种近 700 个。在市场覆盖方面，仙茱中药科技通过柳药
股份和桂中大药房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加快仙茱产品在医疗机构、连锁药店及其他终端市场的
推广。公司与广西医科大学制药厂合资建设的医大仙晟药品生产项目也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的药品
生产研发基地已完工，并通过 GMP 认证实现投产。此外，公司收购的万通制药运营良好，盈利能力
和生产能力也逐步提升，年内将完成新生产线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工业板块实现 营业收入
17,982.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0.48%，逐步形成新的利润支撑点。
（七）品种结构优化，医用器械、耗材和体外诊断试剂业务发展加快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医疗器械、耗材的发展，在品种方面提高医用器械、耗材的采购
比例，密切与相关供应商的合作，并通过药品业务渠道持续扩大医疗器械、耗材销售规模，公司目
前医疗器械品种达 21,000 多个品规，合作供应商 1,800 多家。公司以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为
契机，加快公司器械、耗材配送服务平台的推广应用，把医疗器械、耗材智能化管理引入医疗机构。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器械销售实现 28,943.9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60%。在检验试剂方面，公
司通过与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广西柳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柳润医
疗）开发 IVD 市场，持续推进区内检验试剂业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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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朝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