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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收购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75%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药一致”）控股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下称“国大药房”）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

购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下称“浦东药材”）75%股权，

总共支付价款不超过 163,115,049.98 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收购前，公司控股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药

控股”）持有浦东药材 100%股权，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通

过，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刘勇、马占军、李智明、

姜修昌、连万勇、李东久、林兆雄已回避表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于同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全体独立董事

已经事前认可，并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四）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221 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 ：李智明 

注册资本：297165.619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01 月 0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6184344P 

主要经营范围 ：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及医疗器械批发和零售。 

（二）主要业务及发展状况  

国药控股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及医疗器械批发商和

零售商，同时也是领先的供应链服务提供商。 

国药控股主营医药分销业务，依托覆盖全国的分销及配送网络，

为国内外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及其他医疗保健产品的制造商和供应



商，及下游的医院、其他分销商零售药店、基层医疗机构等客户提供

全面的分销物流和其他增值服务。 

同时，国药控股在中国主要城市以直接经营和特许经营方式管理

零售连锁药店网络，向终端消费者销售药品及大健康产品，现已在中

国医药零售行业居于领先地位。 

（三）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千元 

  

（四）国药控股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浦东药材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宣桥镇宣竹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舜尧 

注册资本：1389.55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 年 06 月 11 日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4,485,300 235,771,077 

净资产 71,679,404 68,275,767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1,665,141 344,525,821 

净利润 4,968,220 9,404,48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133708002Y 

主要经营范围 ：日用百货、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消毒产品、电

子产品、玻璃仪器、五金产品、建材、装潢材料、家居用品、健身器

材、通信器材、鲜花、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眼镜、家用电

器、劳防用品、宠物用品、食用农产品、服装服饰的销售，自有房屋

租赁，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票务代理，电

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批发 ，食品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

物运输（除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26,613 29,909 31,131 33,873 

总负债 23,483 26,616 27,025 29,546 

所有者权益 3,130 3,293 4,106 4,328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61,766 71,042 76,098 56,512 

营业利润 1,447 565 1,354 333 

净利润 1,286 432 1,003 222 

注：2016-2018 年数据摘自审计报告，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主要业务及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关联交易情况  

浦东药材主要业务与国药一致“批零一体化”战略完全契合，主

要业务为医药“批发+零售”，2018 年浦东药材合并销售收入 76,098

万元，合并净利润 1,003 万元，其中，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养和堂药业

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和堂”）2018 年销售收入 33,582 万

元，净利润 669 万元。截止 2019 年 9 月末，养和堂拥有 75 家直营药

店及 3 家加盟店。 

浦东药材的客户主要分散分布在上海各级医疗机构，未对相关客

户形成重大依赖。  

（四）浦东药材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以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利的条款。浦东药材非失信被执行人。  

（五）债权债务转移、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已取得债权人及其他第三方同意。截至本次收购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浦东药材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

情况。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以 2018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浦东药材以资产基础法

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上海浦东新区药材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

明（2019）审字第 61156269_B03 号），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日，浦东药材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4105.92 万元。根据上海申威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上

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沪

申威评报字〔2019〕第 1147 号），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即

上海浦东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217,486,733.30

元，较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192,758,625.96 元，增值率 779.51%（详

见下表）。以此评估值作为参考依据，董事会同意下属控股子公司国

大药房收购国药控股持有的浦东药材 75%股权的价格为

163,115,049.98 元。  

 

浦东药材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注:*非流动资产增值主要系浦东药材及子公司自有房产增值。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7,350.01 27,875.89 525.88 1.92 

非流动资产* 1,214.47 19,972.05 18,757.58 1,544.51 

资产总计 28,564.48 47,847.94 19,283.46 67.51 

流动负债 26,091.67 26,099.27 7.60 0.03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26,091.67 26,099.27 7.60 0.03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472.81 21,748.67 19,275.86 779.51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格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1147 号），确定浦东

药材 75%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63,115,049.98 元。 

（二）价款支付  

完成工商变更后一次性支付。 

（三）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 2018年 12月 31日至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完成期间浦东药材（包

括养和堂）所产生的损益由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享有或承担。 

（四）交易生效条件  

1.本次交易经国药一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期间，没有发生或可能发生对本次交易

标的涉及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或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事件。 

六、交易的必要性、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养和堂门店主要分布于上海市川沙和南汇地区，且浦东药材在医

疗机构纯销市场占有率较高，特别是县乡镇医疗机构的销售额占比较

高，客户粘度较好。若成功收购，利用国大药房资源优势，可实现优



势互补，快速扩大销售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对于国大药房进一步

在上海市场做深做强具有战略意义。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三季度末，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本次

关联交易对方国药控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43,037.89 万元，均为

日常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函 

我们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

对《关于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收购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

公司 75%股权的议案》进行了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国大

药房收购浦东药材 75%股权的事项是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完成后，浦东药材将成为国大药房的控股子公司，本次

收购将有助于国大药房进一步做大做强上海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

实现公司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增厚业

绩，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审议

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陈宏辉、欧永良、陈胜群、苏薇薇同意上述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5.《上海浦东新区药材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

明（2019）审字第 61156269_B03 号）；  

6.《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上海浦东新区医药

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

〔2019〕第 1147 号）。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