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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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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局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刘来平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詹伟哉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局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局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2,762,583,2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局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王生物 股票代码 0000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大凯 谢德胜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

技大厦 24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

技大厦 24 楼 

传真 0755-26968995 0755-26968995 

电话 0755-26980336 0755-26980336 

电子信箱 sz000078@vip.sina.com sz000078@vip.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已形成医药商业、医药工业、医药研发等产业链平台，为国内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型医药企业。主要业务介绍

如下： 

1、医药商业 

公司医药商业板块主要是为下游客户包括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售机构和分销商等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等医疗用

品的配送流通及相关延伸增值服务。2003年公司并购山东潍坊医药站，正式进入医药流通领域。目前，公司医药商业业务以

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为投资管理平台，并通过山东海王集团、苏鲁海王集团、河南海王集团、湖北海王集团、安徽海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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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海王集团等集团子公司及多个管理平台子公司对下属医药商业企业进行管控。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

20多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庞大的医药商业业务网络体系。公司利用既有的优势资源和不断深化的药品和器械耗材物

流延伸服务技术，为客户提供更完整全面的供应链服务。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利用现有业务网络、资源等优势，探索发

展新业务模型，通过探索发展“医药电商”“专业第三方物流”等创新供应链服务模式进一步开拓医药商业业务，提升附加值和

客户粘性。 

2、医药工业 

公司已搭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医药产品结构，在化学药、中成药、妇婴食品等领域均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

品。目前公司医药工业体系产品主要分为药品和妇婴食品两大类。其中药品以子公司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为主进行经营，拥

有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等十多个制剂剂型，近500个药品注册批文，其生产的药

品中有百余种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拥有多个新药和自主知识产权独家产，在福建省医药行业具有竞争优势；妇婴食品以

子公司海王健康科技为主进行经营，以婴幼儿基础营养和强化营养食品等为主。 

3、医药研发 

公司一直将创新研发视为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核心，形成产学研和产销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公司医药研发以子公司海王医药研究院为主导，专注于药品研发，并设立一致性评价研究中心，开展仿制药质量一

致性评价药学研究工作。 

4、国际合作及精准医疗业务 

为实现本公司在肿瘤治疗和精准医疗领域跨越式发展并提升行业影响力及竞争力，2016年度，公司入股美国Provision 

Healthcare, LLC，并与Provision Healthcare医疗集团共同设立中国合资公司深圳中美海惠国际医疗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

独家经营Provision Healthcare质子治疗系统，加强拓展精准医疗业务并加大国际化业务布局的力度。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8,380,907,262.30 24,939,637,653.31 53.90% 13,605,921,66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691,787.19 636,375,838.50 -34.84% 418,395,70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258,644.24 695,110,159.38 -87.16% 404,211,88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5,175,522.92 -2,432,914,042.67 -53.34% -1,496,994,920.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 0.2427 -35.72% 0.18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 0.2427 -35.72% 0.18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5% 11.55% 
同比下降 4.30 个百分

点 
11.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41,126,743,376.46 30,864,382,532.57 33.25% 16,661,466,47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46,654,454.09 5,514,373,188.98 7.84% 5,366,054,914.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203,779,298.47 8,347,116,793.02 10,272,893,792.97 10,557,117,37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670,666.88 174,093,687.04 105,123,430.04 -17,195,99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417,268.73 136,860,298.67 105,353,514.33 -306,372,43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151,313.49 108,372,878.25 554,214,953.28 -739,612,0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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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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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0,7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1,66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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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海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96% 

1,216,445,1

28 
765,306,120 质押 1,214,318,878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海

王生物员工持

股计划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5% 38,306,26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4% 16,977,17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0,394,250 0   

刘占军 境内自然人 0.34% 8,883,793 6,662,845   

勒孚仕 境内自然人 0.32% 8,429,000 0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0% 5,360,350 0   

孙银锁 境内自然人 0.18% 4,650,050 0   

张土叶 境内自然人 0.18% 4,640,000 0   

郭春平 境内自然人 0.17% 4,597,6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王生物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本公司员工发起成立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股票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购买完毕。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勒孚仕通过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220,000

股。股东张土叶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640,000 股。股东欧阳泉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4,455,5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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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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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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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7 海王 01 112535 2020 年 06 月 26 日 80,000 6.4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海王 01 114353 2021 年 07 月 04 日 80,000 7.0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18 海王 02 114422 2021 年 12 月 28 日 35,500 7.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7 海王 01"：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向截至 2018 年 6 月 25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7 海王 01"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17 年 6

月 26 日至 2018 年 6 月 25 日期间的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18 海王 01"：尚未到付息兑付

时间，报告期内不涉及付息兑付。"18 海王 02"：尚未到付息兑付时间，报告期内不涉及付

息兑付。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披露了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SD【2018】210号）。本次评级结果为：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17海王01”的信用等级

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2018年6月12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大公报CYD【2018】1275号），本次评级结果为：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18海王01”的信用

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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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7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8]1838号），本次评级结果为：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18海王02”

的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2.69% 79.05% 3.6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6.01% 18.99% -2.98% 

利息保障倍数 2.07 4.28 -51.6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面对经济增长不断下行、金融形势空前严峻、国际环境日益趋紧的宏观环境，医药行业面临着增速下滑、竞争

加剧、成本持续上升的行业形势，公司依托稳定的管理组织架构和明确的目标管理政策，抓机遇、求发展，沿着公司“十三

五规划”的道路执着前行，2018年是规划实施的中间年，公司销售规模持续扩大、风险管控成效斐然，为2019年的转型升级

和提质增效打下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383.81亿元，同比增长53.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4.15亿元。 

各版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医药商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版块实现营业收入约369.76亿元，同比增长54.33%。虽行业整体增速有所放缓，但公司医药商

业板块营业收入依然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确保了公司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得以健康发展，对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做出了积

极贡献。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庞大的医药商业业务网络体系。公司利用既有

的优势资源和不断深化的药品和器械耗材物流延伸服务技术，为客户提供更完整全面的供应链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加

强内部管理，发挥集团化管理优势，总部扁平化管控和区域集团化发展相得益彰，持续发力提高资源整合及协同，促进整体

业绩稳步增长。 

2、医药工业 

公司医药工业版块主要分为医药制造及妇婴食品两大版块。 

2018年，伴随着宏观经济增速的变化，医药行业的收入增速虽然呈现明显下滑趋势，但仍处于工业行业首位。海王福药、

金象中药、海王健康科技坚持走专业化、规范化的营销思路，渠道和终端体系的建设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和稳定发展中药、普药、输液及抗肿瘤药物等多类药品业务，降低国家戴亮新政策对工业企业

的影响。同时药品及保健食品的购销业务也根据行业发展情况，继续拓展销售网络和产品，尝试创新营销模式。报告期内，

医药制造版块实现营业收入约4.58亿元。公司将积极把握国家和福建省等重点区域医药政策动态，做好下一轮投招标准备工

作，积极拓宽产品销路，争取抑制和扭转销量下降的情况，并寻找相关附属制药企业短期效益和长远发展的平衡点。 

海王健康科技作为工业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板块，正在实施转型升级过程中，扩大合作范围，扩展产品品类，全力推进常

规营销加电商营销模式的推广，规划设计国际研发和制造基地，向着国际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妇婴产品开发、营销与服务

体系努力奋斗。报告期内，海王健康科技主要产品已通过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认证，销售有较大增长。报告期内，妇婴食

品版块实现营业收入约6.61亿元，同比增长80.05%，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3、医药研发 

报告期内，以开放、联合、国际化为宗旨设立的海王医药研究院，在国内机构合作开发、院士工作站设立、研发国际化

合作、创新药全球多中心临床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平台提升方面：海王医药研究院获批成立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与上海交通大学院士团队合作，建立新型高分子

材料止血肽的研究开发平台。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中心”、“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实训基地”评定。 

创新药开发方面：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培养一支高效的新药研发队伍；化学创新一类二甲苯磺酸萘普替

尼片” 的临床研究申请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启动美国I期临床试验；化学药品1类抗肿瘤新药HW130完成项目

评估，全面开展药学、药效、药理、安全性评价等工作；继续开展改良型新药的开发，中药新药研发稳步推进。 

仿制药开发及一致性评价研究方面：开展3个仿制药项目研究，完成仿制药西地那非片生物等效性（BE）临床研究，完

成ANDA申报并受理，进入审评序列。一致性评价药学研究平台投入全面使用，开展5个项目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完成1

个项目补充申报并受理、进入审评序列；完成2个项目预BE（生物等效性）研究，完成1个项目正式BE（生物等效性）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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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的准备、启动工作。 

国际化方面：虎杖苷注射液开展II期临床试验；萘普替尼片确定美国I期临床试验、临床方案具体事宜；积极收集、调研

国际上不同阶段的创新药合作项目信息，寻求通过许可方式引进国外创新产品或仿制药技术可行性；与斯坦福大学化学院、

马里兰大学、西部大学、澳洲西悉尼大学及研究机构寻求合作机会；利用国内推进药物一致性评价的契机，探索开展仿制药

的国际注册可行性，以期获得国内及美国双重申报、许可。 

发明专利方面：获得发明专利授权8项（其中美国专利授权1项）；新申报发明专利10项（其中PCT专利2项）。 

4、国际化业务及精准医疗布局 

为实现本公司在肿瘤治疗和精准医疗领域跨越式发展并提升行业影响力及竞争力，2016年度，公司入股美国Provision 

Healthcare, LLC，并与Provision Healthcare医疗集团共同设立中国合资公司深圳中美海惠国际医疗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

独家经营Provision Healthcare质子治疗系统，加强拓展精准医疗业务并加大国际化业务布局的力度。目前中美海惠与国内多

家肿瘤医院和综合性三甲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中国市场开发建设运营肿瘤质子治疗中心，同时设立质子治疗培训中

心以满足未来市场的人才需求。 

5、拓展和优化融资渠道情况 

公司积极拓展和优化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发展资金需求，并进一步完善融资模式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报告期内，“建投-海王生物1期应收账款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立，募集资金9.87亿元（含本公司认购的次级份额）；

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额度25亿元）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并于2018年7月成功发行第一期，募集资金8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成功获得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接受备案通知书》，以公司下属企业对公立医院合格应收账款为基础

资产的20亿元额度的债权融资计划备案申请，并于2018年7月成功发行第一期8.9亿元。 

公司将继续建设和完善多样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渠道单一带来的系统风险，为业务规模增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第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完成了2017年度发行的合计25亿元的短期债券的本息兑付。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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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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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集团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本集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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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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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河南天晟药业有限

公司 
2017/12/11 9,559,040.00 100 购买 2018/1/1 控制权转移 84,671,582.88 1,012,124.22 

海王（湛江）医药

有限公司 
2018/1/4 7,350,000.00 70 购买 2018/1/4 控制权转移 139,269,215.08 3,775,529.28 

海王（韶关）医药

有限公司 
2018/1/11 49,560,000.00 70 购买 2018/1/11 控制权转移 172,693,336.62 8,249,989.91 

海王（茂名）医药

有限公司 
2018/1/12 18,760,000.00 67 购买 2018/1/12 控制权转移 196,185,798.09 6,050,851.86 

尉氏县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2018/1/25 13,637,000.00 65 购买 2018/1/25 控制权转移 123,851,435.12 4,318,426.39 

山东兰德医疗器械

配送有限公司 
2018/1/29 79,000,000.00 65 购买 2018/1/29 控制权转移 186,460,499.60 11,549,532.08 

河源市康诚堂药业

有限公司 
2018/5/9 10,115,000.00 70 购买 2018/5/9 控制权转移 89,927,295.27 648,239.74 

江西德杏医药有限

公司 
2018/5/4 1,785,000.00 70 购买 2018/5/4 控制权转移 135,139,876.55 1,793,813.21 

内蒙古海王医药有

限公司 
2018/2/7 65,000,000.00 65 购买 2018/2/7 控制权转移 465,792,951.38 15,758,927.71 

河南佐今明医药有

限公司 
2018/5/17 76,276,800.00 72 购买 2018/5/17 控制权转移 371,383,064.97 10,315,715.01 

河南恩济药业有限

公司 
2018/4/27 128,000,000.00 64 购买 2018/4/27 控制权转移 919,582,104.36 15,794,701.83 

海王共图（北京）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2018/5/2 166,320,000.00 70 购买 2018/5/2 控制权转移 269,572,232.38 25,571,453.52 

海王（天津）医疗

技术有限公司 
2018/5/2 64,800,000.00 80 购买 2018/5/2 控制权转移 84,003,359.65 8,876,914.07 

四川海王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2018/5/3 117,000,000.00 65 购买 2018/5/3 控制权转移 106,065,053.59 17,722,261.70 

成都瑞希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2018/5/3 2,000,000.00 65 购买 2018/5/3 控制权转移 90,707,827.84 10,106,319.33 

湖北海王襄阳医药

有限公司 
2017/11/20 5,000,000.00 70 购买 2018/1/1 控制权转移 29,869,645.58 658,617.54 

山西海王医药有限

公司 
2018/2/6 5,000,000.00 100 购买 2018/2/6 控制权转移 108,976,689.95 -46,964.67 

河南省亿乐药业有

限公司 
2018/5/24 23,562,500.00 65 购买 2018/5/24 控制权转移 69,829,967.56 3,683,962.65 

东莞市广济医药有

限公司 
2018/6/25 5,000,000.00 80 购买 2018/6/25 控制权转移 70,842,828.57 1,852,353.42 

阳春市八方医药有

限公司 
2018/6/20 10,720,000.00 67 购买 2018/6/20 控制权转移 80,448,537.73 1,047,058.46 

海王医药（佛山）

有限公司 
2018/6/22 17,500,000.00 70 购买 2018/6/22 控制权转移 111,495,900.80 2,923,016.44 

青海海王医药有限

公司 
2018/2/8 2,600,000.00 100 购买 2018/2/8 控制权转移 106,293.10 -519,924.06 

宁夏众欣联合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 
2018/7/9 60,690,000.00 70 购买 2018/7/9 控制权转移 180,586,361.63 3,723,701.89 

海王（清远）医药

有限公司 
2018/6/14 2,280,000.00 100 购买 2018/6/14 控制权转移 48,213,229.95 499,389.59 

江苏海王垠典医疗

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2018/3/13 26,000,000.00 65 购买 2018/5/1 控制权转移 30,426,936.73 7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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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王阳光信诺

医药有限公司 
2018/4/4 68,000,000.00 70 购买 2018/8/1 控制权转移 207,890,113.86 2,625,263.98 

安徽海王天成医药

有限公司 
2018/5/29 48,000,000.00 80 购买 2018/5/29 控制权转移 106,588,535.96 3,657,602.78 

六安海王医药有限

公司 
2018/6/20 7,000,000.00 70 购买 2018/6/20 控制权转移 38,160,327.54 740,710.95 

中山市昌健药业有

限公司 
2018/8/15 38,571,400.00 90 购买 2018/8/15 控制权转移 99,038,194.42 39,142.20 

芜湖海王阳光医药

有限公司 
2018/7/31 800,000.00 80 购买 2018/7/31 控制权转移 22,499,280.36 1,951.26 

新疆海王医药有限

公司 
2018/8/15 48,000,000.00 100 购买 2018/8/15 控制权转移 38,674,973.07 300,040.06 

四川帆远商贸有限

公司 
2018/9/11 2,000,000.00 100 购买 2018/9/11 控制权转移 21,158,294.29 1,369,770.12 

喀什海王银河医药

有限公司 
2018/9/21 53,480,000.00 70 购买 2018/9/21 控制权转移 70,965,607.86 2,878,365.86 

喀什海王弘康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018/9/21 300,000.00 100 购买 2018/9/21 控制权转移 13,980,370.98 332,961.44 

2、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至丧失控制权而减少的子公司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

时点的确定

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合并财务报表

中与该子公司

相关的商誉 

上海兆科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10,138,639.26 100 出售 2018/12/17 工商变更 -3,439,753.49 138,639.26 

潍坊海王银河健康大

药房有限公司 
-- 100 注销 2018/12/13 -- -203,475.50 -- 

潍坊银河投资有限公

司 
115,675,905.81 100 出售 2018/7/12 -- 115,951,652.78 -- 

黑龙江海王戍康医药

有限公司 
15,000,000.00 60 出售 2018/4/23 工商变更 169,562.90 4,473,806.51 

永州海王医药有限公

司 
10,600,000.00 100 出售 2018/5/9 工商变更 1,518,421.00 -- 

霍尔果斯讯达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 100 注销 2018/8/30 -- -- -- 

3、本期通过新设或投资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湖南省海王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 任以俊 医疗器械 10,000.00 

东营海王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 张屹 医疗器械 2,000.00 

常德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 任以俊 医药流通 500.00 

河南海王医药物流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 杨拴成 医药流通 280.00 

湖南海王医用科技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 任以俊 医药流通 10,000.00 

广西海王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 任以俊 医疗器械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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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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