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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药股份 股票代码 6005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致远 朱霖 

电话 010-67262920 010-67271828 
传真 010-67271828 010-67271828 

电子信箱 lvzhiyuan@sinopharm.com zhulin7@sinopharm.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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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618,106.16 5,079,239,398.67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9,333,791.78 2,107,249,013.51 5.7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800,225.58 123,419,912.51 44.06
营业收入 5,583,644,547.21 4,841,118,986.51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013,449.87 198,710,419.81 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9,942,143.02 198,407,511.41 2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5 10.78 
增加 0.47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96 0.4150 2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96 0.4150 22.80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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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01 210,701,472 201,156,574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其他 3.13 15,000,855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二组合 
其他 1.99 9,508,772

 
未知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4 9,292,853

 
未知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9 7,597,415

 
未知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6,451,024

 
未知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5 5,973,396

 
未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19 5,716,353
 

未知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

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6 5,548,976
 

未知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1 5,301,224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和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一

家基金公司管理，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和易方达策略成长

二号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一家基金公司管理。此外，其他股东之间未

知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上半年，国药股份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管理提升效益，创新驱动发展"这条

主线，按照董事会既定战略，持续加强企业管理，创新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应对市场多变形

势，取得了较好业绩，也得到了诸多肯定。国药股份公司上半年荣获国药控股公司"企业经

营管理金奖"称号，公司党委被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授予"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同时，公司还成功入选"中国主板上市公司诚信 50 强"，这些荣誉也是对公司科学管理、诚

信经营和规范运作的充分肯定。另外，公司顺利通过新版 GSP 认证现场检查并于 6 月 12 日

正式取得 GSP 认证证书。

    1、强化麻精药沟通，有效扩大麻药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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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印鉴卡"项目升级方案以及系统门户网站的设计与开发，并陆续在云南、四川、山

西等十个省份开展印鉴卡的试点工作；全面启动麻药客户的储存点建设，完成了与十个储存

点重新签署合作协议的工作，保证麻醉药品的安全与市场的稳定；通过各种学术培训活动和

各项商务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对麻药客户的服务水平，增进与麻药客户的合作。

    2、创新直销模式，扩大北京区域市场覆盖率。在医药行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公司

抓住公立医院改革的契机，调整经营策略，加强同国药健坤、国大药房的合作，拓展北京市

医院药房托管业务；以增值服务为切入点，与医院开展深入合作，开发了空军总医院 VMI
项目全供应商系统、304 医院药品统计平台、999 急救中心供应链平台等项目；国药前景在

迎来公司成立十周年之际，引进新产品线-口腔益生菌为公司发展注入活力，同时进入口腔

诊疗领域，预计今年四季度正式运营一家口腔诊所，并以该诊所为试点，不断推广、扩大与

口腔诊所的合作，为驱动未来市场做好准备。

    3、打造自有电商平台，抢占零售终端市场。公司建立了专业的零售推广团队，积极寻

求与品牌厂家的合作，引进食品品类，改善零售产品结构；同时，公司还不断加大全国零售

终端的覆盖力度，与全国 402 家连锁客户开展了业务合作，基本建成全国零售直供网络；国

药商城通过线上、线下营销相结合，吸引了 3000 多家用户注册，日浏览次数 6000PV，通过

品牌专区、广告资讯、学术交流等特色模块，进一步增加客户粘度，创新增值服务，建立标

准化服务体系，吸引更多的客户。公司通过"涉电"，不断提升增值服务内容，有效地增强了

对终端市场的掌控。

    4、扩展业务范围，强化商务分销服务水平。公司不拘泥于传统商业分销业务，积极拓

展业务范围，尝试试剂、原料药的分销合作，分享新领域发展；与供应商深入合作，为供应

商提供全面的增值服务、不断提高公司毛利水平，充分发挥在商务分销过程中的纽带作用，

形成独具特色的商务分销网络；万艾可扫码项目已经实现了客户上网查询扫码结果，完善增

值服务的水平，同时不断推进新增客户使用扫码系统，增加终端市场的掌控力和占用率，扩

大分销业态的市场份额。

    5、加快新品研发引进，推进工业板块发展。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在不影响正常运营

情况下，国瑞药业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工作，新厂所有设备在短期内实现了正常运转，各生产

线提前按照设计产量达到满负荷生产，实现了安全、质量零事故，现工业园生产有序，运营

良好；围绕营销产品结构调整，降低未来发展风险，加速启动口服、原料、出口、加工等业

务，已经取得良好效果；利用集团鼎力支持研发项目的良好契机，同时积极推进在研项目的

研究申报进度。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583,644,547.21 4,841,118,986.51 15.34 
营业成本 5,128,087,393.88 4,499,559,122.75 13.97 
销售费用 103,176,544.78 87,323,978.32 18.15 
管理费用 78,977,818.06 61,753,149.50 27.89 
财务费用 20,262,694.16 11,247,123.72 8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800,225.58 123,419,912.51 4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69,191.70 -55,919,291.65 -14.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581,588.11 -37,429,253.35 246.2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由于公司上半年融资金额增加，故造成财务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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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加强现金流管理，加

快资金回笼。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统筹采取多种资金筹措措

施，保障业务的正常需要。

2、 其它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 年国药股份以十二五战略规划和 2014 年经营计划为目标，各项经营工作有序推进，

随着经营模式不断创新，内部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国药股份经营计划顺利推进，上半年主要

经营预算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商品销售 5,611,909,486.66 5,216,445,462.88 7.05 15.47 14.23 
增加 1.02
个百分点

产品销售 167,836,147.35 97,877,075.30 41.68 38.95 54.55 
减少 5.89
个百分点

仓储物流 73,842,530.27 51,204,511.91 30.66 26.64 33.96 
减少 3.79
个百分点

减：内部抵

消数 
-271,835,194.84 -239,460,437.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商品销售 5,611,909,486.66 5,216,445,462.88 7.05 15.47 14.23 
增加 1.02
个百分点

产品销售 167,836,147.35 97,877,075.30 41.68 38.95 54.55 
减少 5.89
个百分点

仓储物流 73,842,530.27 51,204,511.91 30.66 26.64 33.96 
减少 3.79
个百分点

减：内部抵

消数 
-271,835,194.84 -239,460,437.00

  

主营业务分行业主要为：1、商品销售，即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和子公司国药前

景、国药健坤和国药空港（一部分），属于医药商业业态，为公司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2、
产品销售，即控股子公司国瑞药业，主要为医药工业业态；3、仓储物流，即子公司国药物

流和国药空港（一部分），主要为医药专业第三方物流业态。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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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地区 5,414,002,027.23 14.74
淮南地区 167,836,147.35 38.95
抵消数 -85,205.14
分地区情况主要是：北京地区，即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和在京子公司；淮南地区，

主要指控股子公司国瑞药业。

(三) 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权益比

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本期营业收入 本期净利润 营业范围 

国药集团国瑞

药业有限公司 
98.31 30,000.00 739,998,773.56 466,961,679.13 167,837,305.04 21,591,398.59

新药、成药制造

等 

国药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56.30 9,062.00 216,596,351.67 129,278,490.61 71,258,455.69 11,801,144.31 仓储服务等 

国药空港（北

京）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0 51,461,171.84 18,449,124.71 101,014,434.82 2,052,743.67
保税仓储及代理

进出口等 

国药健坤（北

京）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51.00 2,000.00 124,541,802.33 31,534,369.56 180,796,924.24 2,588,717.93
中成药、西药销

售等 

国药前景口腔

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51.00 500.00 35,425,368.10 22,621,059.92 60,163,055.51 5,098,929.57
销售医疗器械

（Ⅲ类）等 

青海制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7.10 13,956.28 314,223,113.50 181,760,788.72 162,732,838.06 13,265,317.96

麻精药原料药的

生产、经营等； 

宜昌人福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9,352.70 2,035,990,817.36 998,689,636.67 906,629,484.70 253,902,351.72

药品生产、销售；

代理进出口等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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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4.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4.3 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无变化。

董事长：李智明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