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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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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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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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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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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316,927,239.67 14,807,733,511.93 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10,743,073.39 5,098,596,487.13 2.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营业收入 8,322,953,073.78 7,572,866,004.02 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417,392.59 394,874,113.71 -1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105,415.44 385,815,300.74 -1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5,887,131.35 -583,072,228.6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8.64 减少2.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1.09 -1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 1.09 -16.51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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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朱朝阳 
境内自

然人 
27.88 101,032,795 0 质押 39,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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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9,224,94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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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7,837,21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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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92 6,941,43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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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61 5,846,826 0 无 0 

中信期货－光大信托·浦汇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信期

货价值精粹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8 3,546,961 0 无 0 

陈卓娅 
境内自

然人 
0.98 3,540,5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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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光辉嘉耀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81 2,950,181 0 冻结 2,950,180 

陈洪 
境内自

然人 
0.76 2,743,19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75 2,709,15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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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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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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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3.2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施，三医联动改革向更深

层次推进，带量采购常态化落地、医保 DRGs（按病种付费）加快执行，药品流通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和关键转折点。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加速跨界融合，推动模式创新和技术升级，企业发展面临压力和

挑战。 

面对行业政策变化的挑战和竞争压力，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紧密围绕经营目标扎实开展工作，

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发挥渠道资源优势和供应链平台服务功能，抓品种、抢市场，稳步提升批发业务

规模的同时落地“新零售”服务，积极推动工业板块研发能力提升和生产规模扩大，通过工商协同推

动自产医药产品的销售规模，提升工业盈利能力，实现各业务板块的相互协作发展。2021年上半年，

公司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实现营业收入 832,295.31万元，同比增长 9.90%，但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941.74万元，同比减少 16.58%。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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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保 DRGs（按病种付费）推动公立医院强化药占比控制，影响公司批发板块收入增速。 

在广西公立医院逐步推行医保 DRGs（按病种付费）政策推动下，2021 年，广西公立医院尤其中

高端医院进一步强化了医院药占比控制，由 30%的控制目标下调至 25%以下。药占比的控制导致医院

端整体用药量下降，而医院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74.30%，因而公立医院用药量直接影响公

司药品销售规模。公司初步测算，因医院药占比控制对公司医院销售造成约 8个亿的增量影响。 

2、带量采购的实施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2021年上半年，国家带量集采第四批品种、广西 GPO（药品集团化采购）第二批品种落地执行，

其中国家集采第四批品种平均价格降幅 52%，广西 GPO（药品集团化采购）第二批 164 个品规平均价

格降幅 43.25%。该类品种约占公司销售规模的 9.5%，部分品种毛利率下降约 2-5 个百分点。尽管价

格较低的集采品种的销量和规模有所增长，但对其他未进入集采的同类竞品的销量造成较大影响。因

此，公司的收入端和利润端受到相应影响。公司初步测算，因带量采购对公司医院销售造成约 7个亿

的增量影响。 

3、相关费用增长影响公司净利润。 

较去年同期相比，在本报告期内，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公司享受社保减免政策 1,000 多万元，

而 2021 年不再享受相关减免，社保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故本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费用较去年有

所增加。 

以上是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受影响的主要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速出现一定下滑是由于政策

调整带来的阶段性影响，但公司自身经营保持稳健有序开展，并凭借渠道优势以及开展多元化增值服

务，在广西区内医药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增长。此外，从长远来看，宏观上人口增长、社会老龄化发展

和居民健康消费能力的提升，医药产品和服务的刚性需求依然强劲，未来行业市场规模仍将保持增长

态势。随着政策影响的逐步落地消化，以及公司根据政策变化强化创新药引进战略和服务创新战略，

发挥批零一体化优势发展零售板块，拓展高毛利工业板块等，未来公司业绩将逐步恢复并保持稳健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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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