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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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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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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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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

告》确认，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62,181,101.77 元，加上 2020年初未

分配利润为 1,968,453,025.19 元，减去 2020年底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75,107,340.52 元，

减去 2019 年度派发现金红利 328,170,327.00 元，  202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2,627,356,459.44 元。董事会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实际登记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8元(含税)，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将根据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股

数确定，具体的分配金额总额将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526,896,923.2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同时，拟向全体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东以资本公积金

每 10股转增 2股，预计转增 131,724,230 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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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参林 6032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景荣 陈国圳、梁润世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410号、

410-1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

大道410号、410-1号 

电话 020-81689688 020-81689688 

电子信箱 DSL1999@dslyy.com DSL1999@dsly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之一，主要从事中西成药、参茸滋补药材及中药饮片、

保健品、医疗器械及其他商品的连锁零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一直专注于中西成药、参茸滋补药材及中药饮片、保健品、医疗器械及其他商品的连锁

零售业务，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实惠的健康产品和专业周到的服务，坚持以直营连锁门店为

核心的经营策略，在深入开发和巩固华南市场的基础上，秉承“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绝对合格

之产品，并尽最大限度满足顾客需求”的经营理念，不断向周边省市辐射，实现跨区域发展。 

在拓展营销网络的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商品供应体系和物流体系。目前，公司已与2,000

余家国内外优质供应商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此外，公司在广州、茂名、顺德、江门、玉

林、东莞、漯河等地建立了物流配送中心，覆盖了目前的主要业务地区，自主配送量占总配送量

的比例80%以上，能快速响应所辖地区的商品采购及门店配送需求。 

历经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药品零售连锁领域积累了深厚的行业经验和市场优势，以药品零

售作为核心业务，形成药品“零售、批发、生产制造”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1）零售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药品零售，主要业务模式为通过规模化的商品采购、仓储物

流及连锁门店网络，实现终端销售；同时通过“直营+并购+加盟”三大模式拓展门店区域布局，

深耕华南，布局全国。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在广东、广西、河南、河北、江西、福建、江苏、浙

江、陕西、黑龙江等10个省份共有6020家连锁门店。 

（2）批发业务：公司采取“从供应商集中采购，向子公司及第三方批发”的模式，批发品种主

要以自有品牌、代理品种为主。公司的批发业务能进一步充分利用公司的商品代理优势、物流配

送能力和生产能力，能加强公司与中小型医药批发企业、中小型连锁药店、单体药店和医院之间

的业务联系，是公司零售业务的有益补充。 

（3）生产制造业务：公司主要从事中药饮片、参茸滋补、中西成药品种的生产；凭借对中药饮

片消费市场的深刻认识和优质的参茸滋补药材产品，公司在参茸滋补药材消费群体中建立了良好

的口碑，打造一系列“紫云轩”为核心品牌的各类型滋补产品，为消费者提供质量有保证、高性



价比的产品，以行业领先的参茸滋补药材差异化经营策略，保证公司的商品优势及竞争优势。  

 

（三）公司主要行业发展趋势 

1、我国零售药店市场仍有较大空间，预期将持续稳定增长 

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

加剧、医疗支出的扩大等推动我国医药行业以及零售药店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并没有改变。此外，

随着我国医药零售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我国零售药店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保持持续稳定

增长。 

2、大型医药零售企业将不断进行横向整合以提升综合竞争力 

随着新版 GSP 的推行和监管政策的日益严格，单体药店及中小型连锁药店企业的软硬件投入

成本不断加大，加之人力成本、房租成本的提升以及采购议价能力的缺乏，单体药店及中小型连

锁药店企业的经营压力日益增大。 

大型零售药店连锁企业拥有完善的采购、物流、销售体系，形成了较强的规模优势和品牌影

响力，与经营规模小、竞争能力弱的企业相比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凭借区域先发优势、规模优势

及管理优势，大型零售药店未来将加大横向并购力度，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和覆盖区域，巩固市

场领先地位。 

3、药店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零售药店已经从单一药品销售渠道逐步发展成为提供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品等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对我国医疗终端市场的重要补充。我国人口众多，消费

者在出现常见轻微病症等情况时往往习惯去药店自行购药，这要求药店服务人员具备提供用药咨

询、健康咨询等专业服务的能力。零售药店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已经与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息息相关，

是药店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消费者粘性、提升品牌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及专业化形象的重要手段。 

4、多元化经营将成为零售药店行业发展新趋势 

随着我国零售药店行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零售药店的业态不断完善。未来，零售药店企业

之间的竞争将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多元化、专业化的服务竞争。 

在多元化服务方面，我国的零售药店行业已从仅包含普通零售药店的单一生态发展成为智慧

药房、药诊店、网上药店、DTP 药房、药妆店等多种药店形式的有机生态，并通过更加专业与多

元的服务满足消费者更深层次的需求，提供包括健康咨询、互联网问诊、慢病管理、线上下单线

下配送等多元服务，并提供医疗器械、保健品等多种商品品类以扩大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并提升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未来，大型规模零售药店企业还将不断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业务创新，以期通过

提升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商品提高客户粘性，创造服务溢价，并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2,331,926,019.36 8,671,927,623.31 42.21 6,537,022,734.80 

营业收入 14,582,865,282.99 11,141,165,082.18 30.89 8,859,273,708.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2,181,101.77 702,661,961.73 51.17 531,633,897.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22,312,462.47 690,131,762.37 48.13 509,400,131.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84,805,692.48 4,239,903,897.67 27.00 3,038,111,633.0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53,915,828.18 1,707,770,707.96 14.41 873,639,844.9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2 1.11 45.95 0.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62 1.10 47.27 0.8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2.74 20.39 增加2.35个百

分点 

18.4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362,201,694.6

7 

3,578,132,041.3

1 

3,551,889,117.6

7 

4,090,642,429.3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0,268,307.91 314,463,109.94 272,323,811.17 195,125,87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70,621,184.75 310,078,009.45 266,678,706.14 174,934,562.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1,096,892.21 304,683,223.62 717,557,129.89 610,578,582.4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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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柯金龙 23,398,134 140,388,802 21.32 0 质

押 

31,709,600 境内

自然

人 

柯云峰 23,398,134 140,388,801 21.32 0 质

押 

8,9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柯康保 17,224,833 108,475,500 16.47 0 质

押 

10,350,000 境内

自然

人 

柯舟 4,680,000 28,080,000 4.26 0 质

押 

3,850,000 境内

自然

人 

宋茗 2,361,997 13,921,981 2.11 50,000 质

押 

3,848,400 境内

自然

人 

刘景荣 761,073 13,142,177 2.00 0 质

押 

960,00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5,732,182 12,799,159 1.94 0 无 0 其他 

梁小玲 2,067,156 12,402,936 1.8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邹朝珠 1,945,382 11,672,294 1.7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春婵 1,872,000 11,232,000 1.71 0 质

押 

1,08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中，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为一致行动人；2、

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为兄弟关系，柯舟为柯康保之子，

邹朝珠为柯康保之配偶，梁小玲为柯云峰之配偶，王春婵为

柯金龙之配偶，股东柯秀容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之姐。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8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89%；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10.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1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0.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1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44,906,629.32 -44,906,629.32 - 

合同负债  40,452,778.42 40,452,778.42 

其他流动负债  4,453,850.90 4,453,850.90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湛江大参林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广州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等 92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八和九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