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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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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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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安林业 股票代码 00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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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红 黄荣

电话 0598-3600083 0598-3614875

传真 0598-3633415 0598-3633415

电子信箱 stock@yonglin.com stock@yongli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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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1,668,424.45 200,662,797.54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96,778.68 -8,455,197.63 13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364,072.09 -29,496,880.33 7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33,337.49 -6,588,693.58 7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0 -0.030 14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0 -0.030 14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1.31% 2.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49,427,635.70 1,370,847,630.88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0,388,934.77 323,268,843.59 -0.8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7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

总公司

国有法人 32.00% 64,884,600 32,440,000 质押

永安市财政局 国家 7.43% 15,055,072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日进斗金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8% 5,849,516

许伟明 境内自然人 1.97% 4,000,075

苏永利 境内自然人 0.99% 2,000,000

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1,729,700

三明市林业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1,710,8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1,680,000

李大生 境内自然人 0.80% 1,618,003

黄江畔 境内自然人 0.77% 1,554,3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永安市财政局及三明市林业总公司所持股

份均为国家所有。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永安市财政局及永安市

林业建设投资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许伟明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000075

股；苏永利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股。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福建省林业限伐政策继续执行，在全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

的大环境下，木材市场表现较为低迷，木材产销量仍在低位徘徊。 人造板市场

需求受国内家具行业持续低迷影响, 中纤板市场需求不振。 公司始终贯彻以

“森林资源为基础、人造板加工为龙头” 的发展战略和“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

理、市场化运作” 的经营理念，通过推进内部改革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

断降低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 通过合理调度木材生产，提高木材产销量。 通过

走优质环保的高端纤维板产品之路，人造板以模压门板、移动门板、乒乓球桌

板等其他异型板等新产品为依托，不断拓展市场，增加经济效益。 2015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2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59.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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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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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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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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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一、 重要提示

1.1�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本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本

报告期” ）的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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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 ）网站（http://www.hkex.com.hk）等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摘要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订，两种文体若出现解释上的歧义时，以中文本为准。

1.3� �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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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按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 ）附录十六第46段及第51段的规定，须载列于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的所有资料已刊登于港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

1.5� �基本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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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 黄雪贞

联系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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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8620）6628�1229

电子信箱 chenj@gybys.com.cn huangxz@gybys.com.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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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2,156 10,020,290 4.51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千元)

775,023 673,659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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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795 659,693 1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

币千元)

1,273,322 1,167,005 9.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元）

0.99 0.90 9.13

利润总额(人民币千元) 962,981 855,972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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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5,434 7,739,301 5.12

总资产(人民币千元) 16,490,770 14,210,784 16.04

归属本公司股东的每股股东权益(人

民币元)

6.30 5.99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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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 0.522 15.05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600 0.522 15.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人民币元)

0.596 0.511 1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4 9.73 减少0.19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9.47 9.53 减少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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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股份变动情况表及股本结构

√适用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新股

(股)

送股

(股)

公积金

转股

(股)

其他

(股)

小计

(股)

数量

(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 — — — — — — — —

2、国有法人

持股

34,839,645 2.70 — — — — — 34,839,645 2.70

3、其他内资

持股

— — — — — — — — —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 — — — — — — — —

境内自然人

持股

— — — — — — — — —

４、外资持股 — — — — — — — — —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 — — — — — — — —

境外自然人

持股

— — — — — —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

通股

1,036,601,005 80.27 — — — (261,400) (261,400) 1,036,339,605 80.27

2、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 — — — — — — — —

3、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219,900,000 17.03 — — — — — 219,900,000 17.03

4、其他 — — — — — — — — —

三、股份总数 1,291,340,650

100.0

0

— — — (261,400) (261,400) 1,291,079,250 100.00

√适用 □不适用

作为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项，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药集团” ）执行《净收益补偿协议》的约定，本公司于2015

年4月24日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广药集团持有的261,400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已于2015年4月27

日转入本公司设立的证券账户。 同时，本公司已于2015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公

司” ）注销回购股份，并及时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2.4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初

限售股数

（股）

本报告期

解除限售

股数（股）

本报告期增

加限售股数

（股）

本报告期末

限售股数

（股）

限售

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广药集团 34,839,645 0 0

34,839,

645

注 2016年7月5日

注：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广药集团所持34,839,645股股份于2013年7月5日上市流

通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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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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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00) 583,966,636 45.23 34,839,645 无 内资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64,000 219,611,479 17.01 无 未知 外资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17,330,011 17,330,011 1.34 无 未知 内资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5,466,510 10,466,179 0.81 无 未知 内资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4,343,952 6,380,585 0.49 无 未知 内资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收益组合

3,499,990 6,299,902 0.49 无 未知 内资股

赵旭光 (468,380) 6,265,437 0.49 无 47,500 内资股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2,120,817 5,665,819 0.44 无 未知 内资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1,491,070 5,629,706 0.44 无 未知 内资股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74,660 5,174,660 0.40 无 未知 内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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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知悉其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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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董事会报告

3.1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集团经营业务范围：（1）中西成药、化学原料药、天然药物、生物医药、化学原料药中间体的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

（2）西药、中药和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和进出口业务；（3）大健康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及（4）医疗服务、健康管

理、养生养老等健康产业投资等。

总体业务回顾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根据“管理效益年” 的发展思路，通过“振兴大南药、发展大健康、推进大商业、开拓大医疗” 的

“四轮齐驱” ，加大营销创新，积极改善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一体化运作，强化规范管理与内控工作，积极应对宏观经济环

境变化、医改政策以及市场激烈竞争等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本集团业务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472,156千元，同比增长4.51%；利润总额为人民币962,981千元，同比增

长12.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775,023千元，同比增长15.05%。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一是加快推动新药研发、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积极推进大南药业务的转型升级。 本报告期

内，本集团的创新驱动战略初显成效。 白云山金戈（枸橼酸西地那非）自去年10月成功仿创上市以来，销售态势良好，2015

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超人民币1亿元， 上市不足一年已成为白云山制药总厂第二大品种；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中一药业” ）的安宫牛黄丸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6%；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陈李济药厂” ）的“昆仙胶

囊”获欧洲发明专利授权，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3%。

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围绕“时尚、科技、文化”三个重点，不断巩固王老吉在凉茶行业的地位。（1）加强渠道

管理，深入分析王老吉凉茶的销售渠道运作，从传统、餐饮、礼品三个销量较大的渠道着手，同时拓展现代渠道和特通渠道，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5年上半年，市场基础工作、形象及产品销量均有提升；（2）成立王老吉北方总部，建立王老吉“南

北双核”战略布局；利用南沙优越的区位条件，将王老吉总部落户南沙，加速品牌全球化；完成凉茶生产基地———王老吉大

健康产业（雅安）生产基地的一期全面量产工作，实现产能提升；（3）做好法务维权工作，切实维护自身权益，保障未来发

展；（4）积极布局“互联网+” ，发布2015年“超吉+” 战略，携手腾讯、微信、京东、苏宁易购等合作伙伴，打造一套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超级平台；（5）做好文化、公益营销。发挥王老吉作为凉茶始祖的深厚历史底蕴优势，建成王老吉凉茶博物馆北京

馆，并发起成立“中华老字号百年品牌联盟” ，联合50家中华老字号振兴民族品牌；在全国率先建立王老吉校园足球俱乐

部，成立王老吉校园足球发展基金，支持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

三是继续加快推进大商业板块的发展，线上线下业务齐头并进。 （1）线下销售方面，本公司属下合资公司———广州医

药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于本报告期内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达成关于药品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战略，与华南地区

最大的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合作启动了智慧药房项目建设， 与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签订了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合

作协议；第三家健民现代社区药店———坐落于广州南部番禺区的光明店正式开业。 （2）线上电商发展方面，本集团携手九

州通医药集团和赛柏蓝公司，重点打造“微商” 升级版“医药云商” ，还就首个云商项目———打造“白云山铁玛” 创新商业

模式进行合作。

四是大力开拓大医疗，大医疗板块取得了突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疗健康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医疗健康产业公司” ）将出资人民币4,650万元增资广州白云山医院（有限公司）（“白云山医院” ），成为

持有其51%股权的第一大股东；同时，积极推进西藏林芝白云山藏式养生古堡项目。

五是积极推进本集团的科技研发资源整合，加大科研投入。（1）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申请国内发明专利32项、PCT国际

专利2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2项、PCT国际专利1项。（2）本报告期内，本集团获得多项科研奖项：由广东药学院、广州白云

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白云山和黄公司” ）等四家单位联合申报的“调肝启枢化浊法防治糖脂代谢紊乱性疾病基础

与应用研究”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制药总厂” ）

的《头孢克肟分散片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荣获中国第十六届专利奖优秀奖；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优中

成药清热消炎宁系列产品技术创新研究及其应用”项目获得了“2014年度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广州

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潘高寿药业” ）“一种含中药提取物的润喉糖” 在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发明创业奖

银奖；潘高寿药业和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广州汉方” ）的“对川贝母新基源太白贝母列入《中国药典》的

研究与应用”获得2015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星群药业” ）“夏桑菊颗粒质

量标准研究及其产业化应用” 获得2014年度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14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三等

奖；中一药业的“MES（制造执行系统）在中成药生产过程管理控制中的研究与综合应用” 、陈李济药厂的“中药胃肠分溶

双层丸（补脾益肠丸）工艺及质量控制技术提升与应用研究”和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菌微粉制造关键

技术的研发及其在头孢粉针剂中的应用”分别获得2014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潘高寿药业 “一

种主治子宫肌瘤的中成药和制备、质量控制方法”荣获广州市专利奖二等奖。（3）本报告期内，在重大科研项目立项方面，

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广州拜迪” ）“新型抗肿瘤疫苗的开发及应用” 项目获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

集聚发展试点专项立项，获国家财政专项人民币800万元，省财政专项人民币1990万元；白云山制药总厂“广药‘白云山’

大南药国内临床急需药物大品种产业化” 项目获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专项立项，获省财政专项人民

币520万元；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药业” ）广东省凉茶（王老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获得立项；

广州汉方“广州白云山汉方提取分离技术研究院”获得2015年广州市科技计划企业研究院建设项目立项。

六是强化规范性管理，继续深化资源整合工作，推进一体化运作。 本集团着重提升集中采购在质量、价格、交货期、服

务、协调、规范与效益、风险可控等方面工作水平，进一步将集中采购向纵深推进；同时，积极推进营销、科技等其他方面的

资源整合工作。

本报告期，本集团制造业务的毛利率为44.67%，同比上升0.74个百分点；贸易业务的毛利率为10.06%，同比上升2.79个

百分点。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集团的医药零售网点共有32家，其中，主营中药的广州采芝林药业连锁店31家，盈邦大药房

1家。

3.2�主营业务分析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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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2,156 10,020,290 4.51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401,305 9,942,920 4.61

营业成本 6,607,107 6,453,610 2.38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6,590,425 6,434,992 2.42

销售费用 2,240,816 2,159,618 3.76

管理费用 675,134 616,146 9.57

财务费用注1 (17,729) (3,043) （48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3,322 1,167,005 9.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注2

(291,748) (170,481) (71.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注3

36,115 (108,807) 133.19

研发投入 157,628 147,437 6.91

注：

（1）财务费用本期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属下企业通过合理调配资金，努力提高资金

运营效率而使利息收入大幅增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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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支付购买广州医药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广药总院” ）的款项所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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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本集团偿还银行借款与支付股息

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3.3�行业、产品及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3.1�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主要业务经营情况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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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健康 10,401,305 4.61 6,590,425 2.42 36.64 增加1.36个百分点

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100%

3.3.2� �本报告期内，分产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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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务 7,987,222 5.13 4,419,266 3.74 44.67

增加0.74个百

分点

贸易业务 2,414,083 2.92 2,171,159 (0.18) 10.06

增加2.79个百

分点

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100%

3.3.3� � 2015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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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3,792 3.87

华东 1,773,005 (4.44)

华北 1,310,327 27.90

东北 177,930 20.75

西南 1,043,337 10.74

西北 309,264 4.34

出口 163,650 (37.73)

合计 10,401,305 4.61

3.4�投资状况分析

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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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818千元，比上年度末增加人民币52,053千元，变化原因主要为

本集团对合营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增加，未发生重大变动。

被投资单位 主要业务

占被投资单位

权益比例

(%)

医药公司 西药、医疗器械销售 50.00

王老吉药业

制造、加工、销售：中成药及药食同源饮料、

糖果

48.05

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诺诚公司” ）

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货物出口、技术

进出口

50.00

白云山和黄公司

各类药品、保健品、食品和中药材的生产、建

工、研发和销售

50.00

广州百特侨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大容量注射剂，从事药物的进口和批发 50.00

杭州浙大汉方中药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44.00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

基金” ）

基金管理 20.00

广州金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天然保健品、中药、食品 38.25

广州白云山维医医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医疗投资管理 50.50

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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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3

8

中直股份 1,806 57,810 3,582 50.69 1,407

2 沪市A股

60066

4

哈药股份 3,705 289,310 3,483 49.31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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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 7,065 100.00 2,379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序

号

证券简称

初始投

资金额

(人民币

千元）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本报告

期末账

面值(人

民币千

元)

本报告期

损益(人

民币千

元)

本报告期

所有者权

益变动(人

民币千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60132

8

交通银行 525 — 3,251 75 462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60181

8

光大银行 10,725 约0.02 32,428 1,125 2,468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

名称

初始投资

金额

（人民币

千元）

持有

数量

(股)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本报告期

末账面值

（人民币千

元）

本报告期

损益(人民

币千元)

本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变

动（人民币千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金鹰基金 50,000 — 20.00 31,541 2,735 —

长期股

权投资

购买

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00 — — 100 - —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3.4.2�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无任何委托理财事项。

3.4.3�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委托贷款情况

借款方名称

委托贷款金

额（人民币

千元）

贷款期

限

贷款利

率

（%）

借款用途

抵押物

或担保

人

是否

逾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与本公司

关系

广州采芝林药

业有限公司

（“采芝林药

业” ）

40,000 一年 5.10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采芝林药业 120,000 一年 5.35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采芝林药业 30,000 一年 5.60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采芝林药业 118,000 一年 6.00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广州医药进出

口有限公司

（“医药进出

口” ）

5,000 一年 5.10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医药进出口 20,000 一年 5.60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医药进出口 90,000 一年 6.00 企业营运 — 否 否 全资子公司

广州拜迪 21,000 一年 5.35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广州拜迪 29,000 一年 5.60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广州拜迪 10,000 一年 6.00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广州汉方 8,000 一年 5.60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星群药业 8,000 一年 5.10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星群药业 36,200 一年 5.35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星群药业 13,000 一年 5.60 企业营运 — 否 否 控股子公司

合计 548,200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对属下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共人民币548,200千元。

3.4.4� A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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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

广州王老吉

大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

（“王老吉大

健康” ）

制造业务

生产及销售预包

装食品、乳制品

等

100,000 100.00

4,279,

719

757,731 265,937

除上表所述外，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并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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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并无发生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活动。

3.6�财务状况分析

3.6.1�资金流动性

于2015年6月30日，本集团的流动比率为1.40（2014年12月31日：1.47），速动比率为1.10（2014年12月31日：1.04）。

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周转率为18.78次，比去年同期减慢11.90%；存货年周转率为5.21次，比去年同期减慢6.31%。

3.6.2�财政资源

于2015年6月30日，本集团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民币4,046,969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3,029,136千

元），其中约99.34%及0.66%分别为人民币及港币等外币。

于2015年6月30日，本集团之银行借款为人民币670,273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560,530千元），其中短期借

款为人民币624,965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560,530千元），长期借款为人民币45,308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

民币0元）。

3.6.3�资本结构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集团的流动负债为人民币7,895,950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6,061,527千元），比

期初上升30.26%；长期负债为人民币245,390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190,278千元），比期初上升28.96%；归属于

本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8,135,434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7,739,301千元），比期初上升5.12%。

3.6.4�资本性开支

本集团预计2015年资本性开支约为人民币13.93亿元，其中2015年上半年已开支人民币1.50亿元（2014年上半年：人民

币2.49亿元），主要用于生产基地、厂房基建、购建机器设备、信息系统建设等。 本集团将通过自有资金、银行借款等多种融

资方式筹集资金满足资本性开支计划所需资金。

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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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并无重大的外汇风险。

3.6.6�或有负债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集团并无重大或有负债。

3.6.7�本集团资产抵押详情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广药白云山香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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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9千元，及投资性房地产原值港币6,843千元、净值港币4,051千元作为抵押，

取得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综合授信贷款港币300千元，信用证和信托证总额度港币100,000千元,已开具未到期信用

证美元269千元、日元132,692千元。

3.6.8�银行贷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集团银行借款为人民币670,273千元（2014年12月31日：人民币560,530千元），比期初增

加人民币109,743千元，以上借款包括短期借款人民币624,965千元和长期借款人民币45,308千元。

3.6.9�资产负债率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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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7%（2014年12月31日：43.99%）。

3.6.10�重大投资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集团并无任何其他重大额外投资。

3.6.11于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员工人数约为12,546人。员工薪酬政策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没有重大变动。 2015年上半年，

本集团员工工资总额约为人民币6.32亿元。

3.6.12担保情况

本集团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

名称

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金额

(人民币千

元)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是或

否)

是否为关联方

担保(是或否)

诺诚公司 2013年11月24日 59,088

连带责任

担保

1年 否 是

本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人民币千元) —

本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千元) 59,088

本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本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人民币

千元)

—

本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千

元)

30,000

本集团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人民币千元) 89,088

担保总额占本集团净资产的比例(%) 1.0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

额(人民币千元)

—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

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人民币千元)

30,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人民币千

元)

—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千元) 30,000

3.7�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情况

3.7.1本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 以2014

年年末总股本1,291,340,650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0元（含税）；

3.7.2�本公司将向于2015年8月10日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的H股股东派发2014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28元 （含

税），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8月24日或之前派发。

3.7.3�本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在中国国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201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8月6日，除息日为2015年8月7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15年8月7日。

3.8�本公司董事会建议不派发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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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及2015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2015年，国内宏观经济的继续下行、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以及医药行业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将

会影响医药行业的发展速度。 然而，人口老龄化加速、取消药品最高限价、互联网售药的拟放开等相关政策的落实将为医

药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2015年下半年，本集团的工作主要包括：

1、振兴“大南药” ：加速下属企业的资源整合进程；着力打造“明星品种” ，大力发展儿童用药；继续加强名牌战略的实

施，全面提升企业与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积极开展对外并购，加快外延式增长。

2、发展“大健康” ：加快优化渠道和提升铺市率，加大营销推广力度；完成直销牌照的办理，筹建直销平台；重视大健康

产品的研发和科技创新，打造大健康产品集群。

3、推进“大商业” ：打造电子商务平台、药房托管优质服务平台、第三方物流平台，同时，积极开展扩张并购项目，实现

外延式增长。

4、开拓“大医疗” ：抢抓先机快速切入医疗领域,占据发展高地和获取发展的优势资源；依托现有土地及建筑物优势资

源，规划建设医、药、养、康相融合的综合性广药白云山健康产业谷。

5、升级“大科技” ：加快推进本集团的科技研发优势资源整合，增强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大科研投入，打造重点领

域的“大项目” ，集中优势资源在抗肿瘤药物、心脑血管用药、妇科用药等领域开展自主研发，在加强化学药物一类新药研

发的同时，抓住国外产品专利到期的机遇，抢先进行化学仿制药研发；发掘名优中成药、“老字号” 品种发展潜力；同时加快

医疗器械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倡导实现科技资源优势互补“大合作” 。

6、善用“大资本” ：稳步推进本公司的非公开发行A股的相关工作，争取于年内完成本公司的非公开发行项目并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大力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并购工作。

3.10�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购买、出售及赎回或注销本公司之上市股份情况

作为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项，广药集团执行《净收益补偿协议》的约定，本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

定向回购广药集团持有的261,400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已于2015年4月27日转入本公司设立的证券账户。 同时，本公司已

于2015年5月7日在登记公司注销回购股份，并及时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3.11�企业管治

于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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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报告之守则条文，惟由于(i)本公司执行董事程宁女士与独立非执行董事储小平先生和姜文奇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而偏离守则条文A.6.7条及，(ii)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龙德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而偏离守则条文A.6.7条除外。

3.12� �董事及监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本公司已以港交所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之《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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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本公司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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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控及财务汇报

事宜，包括审阅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未经审计的中期报告。

3.14�本报告期内及期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获委任或离任情况

3.14.1�经2015年1月12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吴长海先生、王文楚先生、张春波先

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2015年1月12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

3.14.2�经2015年3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姜文奇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任期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

经第六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同意委任姜文奇先生为董事会辖下审核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及预算委员会委

员，任期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之日止。

根据上市规则第13.51（B）条，在本公司刊发截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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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龙德先生 于2015年8月10日辞去怡益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职

吴长海先生 于2015年1月12日获聘任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文楚先生 于2015年1月12日获聘任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3.15�其他重大事项

3.15.1�经本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拟通过“造血” 援

建模式，在四川雅安建立王老吉生产基地，预计项目一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98亿元，建设两条凉茶灌装生产线。 项目按计

划在2015年4月20日顺利完成生产线调试，进入全面量产阶段。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竣工结算，预计今年10月底前完成。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交所网站及于2013年7月16

日在港交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告。

3.15.2经本公司2014年第4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与穆拉德生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合资经营广州王老吉穆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以现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双方各占50%股权。 目

前，上述交易事项正在进行中。

3.15.3经本公司2014年第7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本公司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截至2013年12月31

日止的评估报告，以人民币700万元收购广州医药海马品牌整合传播有限公司（“广药海马” ）100%股权。 目前，上述交易

事项已完成。

3.15.4经本公司2015年第1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广药白云山香港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广永财务有限公

司所持有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 目前，上述交易事项已完成。

3.15.5经本公司2015年第1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本公司向属下全资子公司———医疗健康产业公司增资人民

币1,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从人民币1,000万元增至人民币2,000万元。 目前，上述交易事项已完成。

3.15.6本公司2015年第２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向王老吉大健康增资及新设广州王老吉大健康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南沙子公司” ）事项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王老吉大健康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从人民币1,000万元

增至人民币1亿元，南沙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王老吉大健康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 目前，上述交易事

项已完成。

3.15.7经本公司2015年第３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本公司属下医疗健康产业公司以增资方式并购白云山医

院。 医疗健康产业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人民币4,650万元，占增资完成后的白云山医院51%的股权。 目前，上述交易事项正

在进行中。

3.15.8经本公司2015年第4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本公司参与摘牌收购广药集团持有广药总院的100%股权。

本公司参与该公司股权的摘牌，并以人民币160,197,900元的价格摘得该公司100%股权。 2015年7月7日，本公司与广药集

团签署了《股权交易合同》，本公司成为本次股权竞购的受让方。 目前，上述交易事项已完成。

3.15.9经本公司2015年第4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本公司以现金形式向医疗健康产业公司增资人民币2,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医疗健康产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从人民币2,000万元增至人民币4,500万元。目前，上述交易事项已完成。

3.15.10按照“退二进三”的安排，本公司属下11家企业拟进驻广药集团生物医药城白云基地（“白云基地” ）。 白云基

地占地总规模约2,460亩（其中符合土规面积约2,000亩），白云区政府将提供广药产业城内整体连片的可建设工业用地，

分四期供地。 首期总用地474.41亩（其中可建设用地303.09亩）。

本公司属下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98.8亩）、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36

亩）、白云山和黄公司（99.7亩）、医药公司（68.5亩）共四家企业取得了首期303亩可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拍地价总额约为

人民币22,129万元。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3.15.11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收购资产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或最终控制方

被收购

资产

购买

日

资产收购

价格

（人民币

元）

自收购日起至报告

期末为上市公司贡

献的净利润

（人民币元）

自本年初至本期末为

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

润（适用于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

（人民币元）

是否为关联

交易（如

是，说明定

价原则）

资产

收购

定价

原则

所涉及的

资产产权

是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

的债权

债务是

否已全

部转移

该资产为上

市公司贡献

的净利润占

利润总额的

比例(%)

关联

关系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广州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工会

委员会

广药海

马

2015.

1.

7,000,

000.00

259,329.09 不适用 否

协议

价

是 是 0.03

不适

用

广永财务有限公司

奇星药

业的

25%股

权

2015.

4.

45,598,

100.00

(7,881,365.00) (11,035,370.20) 否

协议

价

是 是 —

不适

用

3.15.12本报告期后， 经本公司2015年第5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同意， 本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认购重庆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医股” ）定向增发股份，以每股人民币15元的价格认购重庆医股定向增发的1,000万股股份，

认购价款共计人民币1.5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广药白云山将持有重庆医股2.18%股权。 目前，上述交易事项正在进行中。

3.15.13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1月12日暂停买卖，藉以筹备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 2015年1月12日，第六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批准建议配售事项，据此，本公司将向合共5名认购方（即广药集团、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广

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云峰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筹建和管理的专项投资主体及汇添富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受托人）发行不超过419,463,087股新A股，每股价格人民币23.84元，所得款项

总额最多为人民币100亿元（“建议配售事项” ）。

建议配售事项分别经于2015年3月13日举行的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

大会上由独立股东表决通过。

有关建议配售事项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及2015年3月17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为2015年2月26日

之通函。

2015年7月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修订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5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交所网站及于2015年7月9日在港交所网

站上刊登的公告。

2015年7月10日,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及相关资料。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4.3�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3.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況。

被购买

方名称

股权取

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

本(人民币元)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

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

的確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人民币元)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净

利润(人民

币元)

广药海

马

2015.1

7,000,

000.00

100.00 购买 2015.1

公司控

制权转

移

345,564,

894.09

259,

329.09

4.3.2与上期相比本期因其他原因新增合并单位5家，减少合并单位1家。 原因为：

（1）本年1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医疗健康产业设立西藏林芝白云山藏式养生古堡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医疗健康产业认缴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0%；

（2）本年1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设立广州王老吉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王老吉大

健康认缴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0%。

（3）本年2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设立王老吉大健康产业（北京）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

万元，王老吉大健康认缴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0%；

（4）本年3月，本公司设立广州白云山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公司认缴的出资额占注册

资本的比例为100%；

（5）本年4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设立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

万元，王老吉大健康认缴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0%；

（6）本年2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潘高寿药业、采芝林药业持股的重庆广药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于2015年

5月注销。

4.4�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2015-078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在本公司所在地中国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号本公司203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其中执行董事倪依东先生

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执行董事程宁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执行董事陈矛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黄龙德先生与邱

鸿钟先生以通讯形式参加会议。 董事长李楚源先生主持了会议；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会计师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并同意授权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吴长海先生、财务部部长姚智志女士与

法定代表人一同签署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2015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外部监事酬金的议案，具体如下：

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的香港或国内人士2015年的酬金为每人人民币5万元（含税）；独立董事如同时担任董事会辖下

审核委员会委员时，则2015年度的酬金为每人人民币8万元（含税）。

外部监事2015年度的酬金为每人人民币3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本公司2015年审计费用的议案；

本公司2015年度审计费用总额拟定为人民币262万元， 主要包括2015年度国资决算报表审计费、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费、内控审计费以及中期财务报告审阅费。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5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的议案（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

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李楚源先生与程宁女士先生就本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最近一次的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2015-079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九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第九次监事会（以下简称“监事会” ）会议通知于

2015年7月31日以传真或电邮的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于2015年8月14日在本公司所在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

街45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监事吴艳女士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监事吴权先生代为出席并

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主席冼家雄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慎讨论和认真审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二、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三、对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临

2015-08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经独立股东审议批准。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下称“本集团” ）日常经营业务，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发展。 交易内容公

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公司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根

据本集团与相关关联方2015年1-6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对2015年全年预计数进行的调整。

本集团2015年度与关联方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白

云山和黄” ）及其附属公司、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药业” ）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数已

经本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本集团2015年1-6月与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日常采购关联交易超

过2015年全年预计数、与白云山和黄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日常采购关联交易超过2015年全年预计数的50%；且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州医药海马品牌整合传播有限公司（“海马公司” ）预计2015年全年与白云山和黄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广告服

务业务超过本公司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5%，本公司相应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关联董事李楚

源先生、程宁女士已就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2、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

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公司独立董事黄龙德先生、邱鸿钟先生、储小平先生及姜文奇先生发表了同意该

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项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

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日常关联交易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上经独立股东审议批准。

（二）日常关联交易2015年全年预计数及上半年实际情况

1、本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全年预计数及上半年实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

型

2015年全年

预计数

2015年上半

年实际发生

额

2015年上半年

发生额/全年

预计

2015年上半年实际

发生额超过年度预

计数50%的原因

白云山和黄及

其附属公司

采购交易 60,000.00 43,795.85 72.99%

本公司加大了内部

资源整合力度所致

销售交易 67,000.00 10,846.35 16.19% /

医药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

采购交易 50,000.00 18,032.40 36.06% /

销售交易 110,000.00 27,782.93 25.26% /

王老吉药业及

其附属公司

采购交易 1,800.00 21,509.27 1,194.96%

本公司加大了内部

资源整合力度所致

销售交易 80,000.00 20,091.30 25.11% /

委托加工 3,000.00 1,151.64 38.39% /

（三）本次调整2015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情况

考虑到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保证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本公司拟对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

之间的采购关联交易、与白云山和黄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采购关联交易与提供劳务（广告服务）的2015年关联交易预计数

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类型

原2015年年

预计数/限

额

调整后2015

年预计数

2015年年

度新增额

调整原因

白云山和黄及

其附属公司

采购交易 60,000.00 100,000.00 40,000.00

本公司加大资源整合力

度，2015年上半年实际发

生额超过全年预计数的

50%

提 供 劳 务

（广 告 服

务）

— 10,000.00 10,000.00

本公司于2015年1月收购

海马公司100%股权。本公

司根据2015年上半年海

马公司与关联方实际交易

金额预计全年因广告资源

整合发生的关联交易将达

到信息披露标准

王老吉药业及

其附属公司

采购交易 1,800.00 80,000.00 78,200.00

本公司加大资源整合力

度，2015年上半年实际发

生额超过全年预计数的

5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之一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为广州白云区沙太北路389号，为本

公司持股50%的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杜志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各类药品、保健品、食品和中

药材的生产、加工、研发与销售。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单位：千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度

总资产 1,315,957.80

净资产 675,654.95

营业收入 1,870,524.73

净利润 124,376.21

2、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二路831号，为本公

司持股48.0465%的合营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475.6878万元，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中成药及药食同源饮料、

糖果。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单位：千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度

总资产 1,298,839.15

净资产 793,330.37

营业收入 2,010,841.88

净利润 (145,160.98)

（二）关联关系

王老吉药业现为本公司持股48.0465%的合营企业，白云山和黄现为本公司持股50%的合营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议案项下交易视为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白云山和黄及其附属公司、 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在2015年年上半年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采购及销售为日

常关联交易。 至今,该日常关联交易均正常持续执行,各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良好。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附属公司、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2015年年度的调整数是根据2015

年上半年的相关交易额作为各自的备考金额，并同时考虑了各方下半年的业务情况而厘定的。

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附属公司、 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之间所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按公平基准磋商厘

定，并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本集团给予独立第三方或自独立第三方获得（如适用）的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六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663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

2015-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