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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Ａ                           公告编号：2013-003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白云山Ａ 股票代码 0005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谯勇 高燕珠 

电话 020-87062599 020-87062599 

传真 020-87063699 020-87063699 

电子信箱 qiaoyong@gzbys.com gyzh2611@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4,310,760,489.27 3,799,133,087.54 13.467% 3,316,861,02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8,954,580.28 261,085,612.90 33.6552% 204,736,59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9,414,894.53 250,273,701.40 35.6175% 163,981,24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5,023,067.04 273,914,455.01 88.0233% 327,214,42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4 0.5566 33.6687% 0.43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4 0.5566 33.6687% 0.43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8% 21.31% 上升 1.87 个百分点 20.28%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3,499,514,550.59 3,147,360,606.38 11.1889% 3,055,310,51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6,696,852.67 1,344,054,783.37 24.0051% 1,106,532,618.0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59,1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第 5 个交易日末股

东总数 

48,51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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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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8% 166,900,000 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 11,185,924 0   

赵旭光 境内自然人 1.47% 6,900,000 0 冻结 6,050,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盘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28% 6,000,000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

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2% 5,625,339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5,463,463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5,439,475 0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4,352,851 0   

西藏丹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4,113,93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5% 3,995,1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

动关系。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2012年经营工作 

2012年，药品总体市场扩容,新医改不断深化，《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发布并全面

推进，抗菌药物分级管理正式实施，医药市场整顿力度加大，发改委调低部分药品零售限价，药品生产成

本不断攀升。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思路，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锻造具有强

大影响力的白云山品牌，推进营销策略和模式的调整，以转型超越、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为目标，

以实施大产品、打造大平台等促进发展，实现了销售收入和利润的较快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1076万元，同比增长13.47 %；实现利润总额44019万元，同比增长34.08 %；实现净利润37362 万元，同

比增长 33.3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895 万元，同比增长3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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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公司以重大资产重组为契机推进资源整合。经过充分论证，公司于3月28日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确定了以广州药业为平台，以广州药业新增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实现广药集团医药产业整体上市的方案。6月15日，公司召开了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重组方案（草案）；9月19日，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重组方案；11月30日，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通过；12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重组方案

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以重大资产重组为契机，公司积极开展内部及外部资源整合工作，不断提高经营效

率。公司利用广药集团搭建的中药材原料、大宗原料、辅料、药用包材、广告等资源整合平台，降低成本；

加快属下白云山医药科技公司、白云山总厂、白云山光华公司的工商整合力度，促进营销资源共享，提高

市场控制能力；授权广州药业下属企业产品使用“白云山”商标、企业名称加冠“白云山”字样，不断扩大“白

云山”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2012年，公司以精细营销管理促进效益提升。面对基药中标难度加大、药品价格总水平调降、国家整

顿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等复杂行业环境，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重点产品的拓展力度，细化产品的营

销策略，集中力量加快“现金奶牛产品”的发展，保证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利润总体水平的提高。公司全年销

售收入超1亿元产品达9 个，另外合营企业拥有超亿元产品 4个。在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白云山”的基础上，

公司“抗之霸”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012年，公司以人才聚焦效应推进科技创新。在广药集团支持下，公司借助外脑，引进人才，抓好人

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工作。凭借软硬实力，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公司合营企业

白云山和黄获批筹建省级重点实验室“岭南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白云山明兴公司的“门冬

酰胺酶产业化”、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名优中成药脑心清片质量标准提高及质控关键技术产业化”项目获

得广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科技创新方面的突出表现，白云山总厂荣获“广州市专利实施效益奖”，白

云山天心公司被认定为“广州市第四批创新型企业” ，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 “中成药大品种优质原料药材板

蓝根产业化示范基地”项目列入国家2012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

划，获得中央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补助700万元。 

2012年，公司以新版（2010年版）GMP认证促进软硬件改造升级。司属各企业均成立了实施GMP领

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制定了详细合理的实施新版GMP工作计划，对照新要求进行硬件改造和软件升级。经

过努力，白云山光华公司已实现全厂通过新版GMP认证，比国家限定时间提前三年完成。白云山总厂、白

云山天心公司的一些车间也通过了新版GMP认证，为企业全面通过新版GMP认证、提升生产科技质量水平

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2年，公司以科学管理促进公司治理。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工作，强化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

体系建设；狠抓费用管理，通过优化统筹司属企业管理，盘活资金归还银行借款2.07亿元，一年节约财务

费用1000多万元；加强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全年无安全事故，多家司属企业及负责人被评为安全生产及

综治维稳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2012年，公司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司属企业呈现了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企业依然将

面对成本上升、药价下降以及药品招标政策变化等医改政策调整不确定性因素的持续影响；企业新版GMP

认证时间紧迫而推进速度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产能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企业科研投入力度有待进一步加

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有待加快，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产品群还有待丰富。 

（2）新年度经营计划 

2013年，在医药行业仍将保持较快发展、新版基药目录出台、新版GMP认证时间紧迫等环境下，公司

将以广药集团重大资产重组整合为契机，推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整合效益。公司将实施新版GMP工程、

新人才工程、新奶牛项目（产品）工程和资源整合工程，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销售收入和利润的稳定、

快速增长，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重点包括以下工作： 

一是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后的整合工程。2012年重组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2013年公司

将完成重组方案的实施，并加大力度加快重组后的整合工作，进一步推进人员、采购、营销、科技等资源

的整合，发挥“集而成团”的合力。 

二是进一步发挥“白云山”品牌效应。利用“白云山”品牌在全国医药市场的优势，加快推进公司药品业

务向省外发力，使“白云山”品牌成为“大南药”的一面旗帜。 

三是加快推进新版GMP认证工程。各企业将以时间倒逼的方式落实新版GMP认证工程各项工作，全

力确保在限期前通过认证。同时，注重加强药品质量管理，建立防范产品质量事故风险体系，防止因企业

改造与生产同步造成产品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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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推进重点品种项目的“新奶牛项目（产品）工程”。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拳头产品的市场份额，实施

超亿元普药产品大工程，集中资源推进独家品种、毛利较高品种或政策大力扶持发展的产品的市场开发，

做大做强潜力品种。 

五是继续推进“退二进三”、“三旧”改造工作。在2012年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策盘活资产，推动广

药生物医药城的建设，做好“退二进三”企业的入园建设等相关工作。 

六是推进产业升级。通过推进产业链、产业基地、营销网络、合作方式的转型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七是实施新人才工程。注重高端人才的“引进”作用，发挥模范人物的“引领”作用，发挥人才交流平台

的“引荐”作用，发挥人才保留机制的“引力”作用，发挥人才队伍培训的“引导”作用，切实形成“有才、有为、

有位、有威”的人才氛围。 

八是加强科学管理。通过加强成本管理、生产管理、产品质量管理、费用管理、物业管理、物业管理、

风险控制及审计、安全环保工作、信息化管理工作、党建工作等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突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李楚源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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