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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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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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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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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04,710,471.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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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康医药 股票代码 00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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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 王秀婷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电话 0535-6737695 0535-6737695 

电子信箱 zhouyun@realcan.cn stock@realc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直接面向医疗机构和零售渠道的直销网络，上市七年多来，瑞康医药已经成长为向全

国医疗机构直销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同时提供医疗信息化服务、医院管理咨询服务、院内物流服务和医院后勤服务

的综合服务商，是全国药品、医疗器械流通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在“精细管理、内涵增长”和“数字化、平台化”战略的引领下，继续提升药品、器械流通业务的市

场占有率，销售收入达到339.19亿元，同比增长45.61%，连续4年保持40%以上增长，成功跻身全国医药商业前六。全年息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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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达到28.06亿元，同比增长29.56%。 

公司着力对业务流程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公司运营水平、控制管理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重视对医疗机构终端

的把控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在省外扩张并购收官的情况下，达成内涵式增长。公司顺应国家本轮医改的各项新政策和新要求，

积极探索新型业务，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增加多个新的利润增长点。“瑞康模式”的合伙人机制继续推进，将公司在山东省

内形成的高效管理制度在全国复制，从而实现全国业务一盘棋、协同增效，实现公司营收的内涵式持续增长。 

公司现阶段主营业务以药品器械耗材的直销为主，经营品种包括了医院全科室临床所需，是全国药品、医疗器械流通

行业经营品种最齐全的企业之一。主要经营模式是，从上游供应商采购商品，经过公司的验收、存储、分拣、物流配送等环

节，销售给下游客户（包括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零售药店等）。在药品领域，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将上游医药工业企业生

产的药品对医疗机构进行推广和配送；在医疗器械耗材领域，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将上游医疗器械耗材生产企业生产的产

品对医疗机构进行推广和配送，并对医疗机构开展售后支持、咨询和供应链管理等服务。2018年药品板块总收入209.34亿元，

同比增长31.73%。2018年医疗器械板块配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8.76亿元，同比增长75.58%。 

公司抓住政策和市场机遇，根据医疗器械耗材品种多、专业要求高、创新速度快等特点，加速打造全国性、综合性的医

疗器械直销网络，在每个省搭建一个平台型公司为各条产品线服务。跨省经营后，随着公司下游医疗机构覆盖率的增加，经

销品规不断攀升，已与国内规模以上几乎全部正常经营的药品生产厂家、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生产厂家建立业务往来，并与

主要的跨国药企建立起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在已经完成全国31个省市布局的基础上，系统地对现有业务条块进行梳理、完善业务网络及产品线布局。

公司积极拓展业务深度，在传统药品器械配送业务之外，积极谋求为医疗机构提供全面的增值服务，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

长点，对传统业务进行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期并购的控股子公司执行信息、财务、人事一体化管理，对子公司执行财务收支两条线管理和业务

评级制度，加大对优秀子公司的政策和资源扶持力度，对暂不能完成各项任务指标的子公司加大整顿力度。对于少数难以融

入集团公司体系管理的控股子公司，依据前期并购协议有序退出。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竞争格局，公司削减或裁撤部分

经营不善的业务线及子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政策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本年度增加商誉减值准备7.24

亿元。由于前期并购时股权收购协议条款设置得当，对于未能完成最高对赌目标的子公司，集团公司亦无须按最高档估值支

付股权对价款，因此当期合并利润表冲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6.38亿元，有效降低了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净利润带来的冲击。

也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加强子公司管理创造了轻装上阵的有利条件。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销售收入较上期增长较大，融资金额较上期增长较大，由于融资成本有一定提高，导致财务费用增

加较大。业务全国化之后，人员、办公、差旅等管理费用支出阶段性上升，导致管理费用率有所上升。公司未来将着力改善

有息负债结构，争取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同时严控各项管理费用支出，力争2019年在费用率方面打出翻身仗。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表现和偿债能力稳定，经营性现金流逐季度改善，标志着公司正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过渡，

从追求快速增长、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过渡到追求在稳健增速下的高质量内涵式增长。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受内部去杠杆、美国贸易摩擦双重影响，经济稳中有进。医药行业进入深化变革期，整体增速放缓。 

2018年是医药行业“两票制”全面实施的一年，药品购销“两票制”全面落地，医药流通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2018年初，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医保局成立，对药械产品的定价、招标采购和支付进行一体化管

理，控费增效成为当前医药行业面临的行业主题。国家医保局启动“4+7”城市带量采购试点工作，在北上广深等“4+7”城

市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进行带量采购，国内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行业进入产业调整优化期，结构性

机会凸显。 

另一方面，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对医学影像检查、心脑血管器械、体外诊断等医

疗器械的需求也持续增长，国民经济发展带动医疗服务需求的全面升级，医疗器械行业作为健康服务业的基础支持，在“十

三五”期间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随着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政策向好及不断的资金流入，我国医疗器械的市场规模增

长速度明显要高于全球增速，医疗器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公司也抓住政策和市场机遇，根据医疗器械品种多、专业要求高、

创新速度快等特点，加速打造全国性、综合性的医疗器械直销网络，以“并购+合伙人”为主要手段，搭建多品类合一的平

台型公司。跨省经营后，随着公司下游医疗机构覆盖率的增加，经销品规不断攀升，已与国内几乎全部规模以上正常经营的

药品生产厂家、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生产厂家建立业务往来，并与主要的跨国药企建立起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直销业

务已覆盖全国30多个省份（直辖市），成为全国性、综合性的医疗服务商，并逐步成长为服务医疗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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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营业收入 33,918,534,256.43 23,293,620,460.21 45.61% 15,618,666,23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8,657,482.30 1,008,211,777.34 -22.77% 590,758,94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349,853.52 954,743,526.02 -69.07% 572,366,06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14,942.45 -2,421,912,440.41 -93.00% -1,759,045,83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7 0.670 -22.84% 0.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7 0.670 -22.84% 0.4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3% 13.74% -4.21% 13.0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4,836,043,010.23 26,983,015,604.81 29.10% 15,656,825,75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51,390,062.25 7,805,968,445.36 8.27% 6,875,616,1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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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9,351,483.19 8,378,118,825.71 9,048,378,300.63 9,362,685,64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0,290,182.77 300,074,872.07 253,015,005.16 -54,722,57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686,799.25 299,150,289.28 250,825,414.60 -534,312,64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48,141,537.71 -34,022,035.90 1,498,117,312.84 714,631,3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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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5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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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仁华 
境内自然

人 
19.13% 287,866,059 272,326,188 质押 264,183,951 

韩旭 
境内自然

人 
13.09% 196,941,897 147,706,423 质押 155,999,900 

荆州招商慧

泽医药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5.00% 75,235,525    

汇添富基金 其他 3.97% 59,71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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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

－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

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汇添富基金

－工商银行

－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

业定增计划 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97% 59,714,992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3.38% 50,836,116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97% 29,678,993    

长城国融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8% 26,845,667    

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1.58% 23,791,321    

TB NATURE 

LIMITED 
境外法人 1.48% 22,227,8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韩旭和张仁华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荆州招商慧泽医药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与韩旭和张仁华夫妇自愿达成一致行动关系；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4 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程义全、汇添富基金－

宁波银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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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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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康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瑞康 01 112596 
2020 年 10 月 18

日 
100,000 5.70% 

瑞康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瑞康 01 112676 
2021 年 04 月 19

日 
85,000 6.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完成支付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利息 5,700 万元；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尚未到

付息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7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7]398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18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8]352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17瑞康01”和“18瑞康01”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了《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8]1060号），评级结论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17瑞康01”和“18瑞康01”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报告期内没有需要不定期跟踪评级的事项。 

以上评级报告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另外，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2018年会计年度结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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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日起6个月内，根据对公司2018年度的跟踪情况对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17瑞康01”、“18瑞康01”进行跟踪评级，

届时公司将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相关评级报告，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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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5% 64.15% 3.4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3.74% 41.16% -17.42% 

利息保障倍数 4.37 10.09 -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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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三年战略规划”实施的收官一年，对于瑞康医药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在行业调整变革、市场环境

复杂多变严峻考验下，全体员工、管理层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正确把握行业发展动态和政策信息，在医药行业新形势下，

深度渗透终端市场，优化网络布局，完善阶梯式配送网络，全面铺开平台业务建设，报告期内公司通过SAP信息管理，实现

数字化转型，实现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销售网络联动，通过数字化董事会、子公司评级系统等模式实现企业科学有效的

管理，提高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提升公司运用效率和经营效益，打造出智慧型供应链模式。 

为满足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未来集团化发展需要，体现公司战略发展布局，2018年公司更名为“瑞康医药集团”，2018年

公司实现总收入3,391,853.43万元，同比增长45.61%，连续4年保持40%以上增长。经营状况稳健提升。获得中国医药行业最

具影响力榜单医药商业百强、中国医药行业成长五十强企业、医药物流行业十佳年度企业、中国上市公司杰出管理团队奖、

“2017-2018年度全国药品流通创新示范企业”等称号。 

公司通过“并购+合伙人”模式打造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被并购企业在细分领域具备独特优势，能够较快融入瑞康体

系，聚沙成塔，与公司现有业务线匹配形成合力，并为集团各事业部在全国布局贡献了宝贵的专业人才。在并购过程中，公

司按照医药流通行业的特点，严格执行审计标准，与并购标的在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账期水平、营收增长速度、日常经营

管理人员和模式等多方面进行详尽约定，并执行分期支付股权对价款的方式，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并购企业的质量以及被并购

后能够快速融入集团管理体系。 

（1）药品、医疗器械配送板块：2018年药品板块总收入209.34亿元，同比增长31.73%。2018年医疗器械板块配送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128.76亿元，同比增长75.58%。业务覆盖31个省份（直辖市），业务快速增长。 

2018年山东地区业务持续稳步发展，医疗器械收入保持较高增速，药品收入增速有所放缓，主要原因是山东地区医保控

费、药品降价，主要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金额整体有所下降，对药品流通业务销售收入的影响大于毛利的影响。随着SAP系

统磨合期结束，对运营效率的改善将逐渐显示，同时公司将积极布局“处方外流”带来的院外市场，预计山东地区药品业务

将恢复较好的增长速度。 

2018年山东省外业务高速发展，省外业务收入首次超过省内，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56.60%。医疗器械业务进一步向省

外拓展，完成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并购和业务覆盖，实现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业务的快速增长。目前公司经销代理的国

内外知名企业产品线涵盖了医疗机构临床的全面需求，覆盖全线科室的技术服务。 

2018年检验业务实现销售收入65.22亿、介入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0.5亿、普耗及器械配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3.33亿、其

它产品线业务全国实现销售收入29.71亿。 

（2）医疗信息和后勤服务板块：紧跟互联网医疗信息领域的发展，大力发展在线服务，探索建立“临床使用、采购供

应、支付理赔、疾病管理”环节的合理用药管理与服务闭环，逐步构建完整的线上、线下健康服务体系，有效整合了产业链

中的药品福利管理（PBM）、院内物流（SPD）、医院信息化管理、分级诊疗、慢病管理等业务模块，自主研发医院信息化、网

络化软件，其中合理用药软件是目前国内使用最为普遍，客户满意度最高的软件，HIS系统、药品和医疗器械SPD系统、临床

路径系统也在国内各大医院推广使用。目前天际健康旗下拥有5家专业软件开发公司，已为100余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上述的

一项或多项信息化服务。公司引进全球领先的德国成套流水线，符合中国、欧洲、美国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标准要求，满足

不同规模医疗机构的需求，为医疗机构提供专业、放心的服务。目前公司为近百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布草灭菌、洗涤、租赁，

手术器械消毒、租赁服务业务。公司成立医院物业后勤服务事业部，为医疗机构提供全方位的后勤服务业务，公司已成为第

三方的专业化的医疗机构后勤服务商。 

（3）医疗产业第三方物流板块：公司拥有药品和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资质，为公司向上游客户提供延伸服务，公司已

搭建覆盖全国的物流配送体系，创立了“瑞康医药物流”品牌，形成了服务范围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系统，在冷链药品、器

械、疫苗等特殊药品管理上获冷链物流国家标准试点企业荣誉。公司已建设完成七大区骨干运输网络枢纽HUB节点，并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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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二级运输分拨中心，运输网络渠道进一步延伸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的末端配送中转站点，在为瑞康及旗下公司服务的同时，

还可以承接独立的配送服务，公司第三方物流业务板块涵盖了信息传递、物品运送、资金流通三大功能。 

（4）医疗产业供应链金融服务板块：联合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为医疗机构、医药工业企业服务

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与建设银行、浙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先后上线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收账款平台等，通过模式创新和

与社会化金融资本有效结合，帮助并改善公司回款账期和经营性现金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资金

占款问题，实际提升盈利能力，逐步形成“重服务、轻资本”的新型医药流通服务的商业模式，目前，公司与山东省内外多

家二级以上医院形成供应链金融的合作，形成示范效应，公司还将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大力推广上述模式。 

（5）中医药及实体药店板块：拥有国内先进的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生产技工检测设备及全国范围内的数十万亩道地中

药材种植基地，形成了一条集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研发、生产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建立信息化中药煎药中

心，成立起健康服务管理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治未病”中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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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药品 
20,933,675,210

.28 

18,487,203,094

.27 
11.69% 31.73% 32.77% -0.69% 

器械 
12,875,941,951

.83 

8,860,336,502.

80 
31.19% 75.58% 76.38% -0.31% 

其他 61,776,416.09 53,958,640.37 12.65% 70.12% 69.36%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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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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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本

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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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 

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票据 
-746,280,639.85 

应收账款 
-12,341,186,357.4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087,466,997.26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票据      -931,037,054.97  

应付账款    -5,552,142,380.1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483,179,435.07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

目。 

应付利息 -21,557,441.80 

应付股利 -175,725,751.19 

其他应付款 197,283,192.99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7年12月31日） 

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

目。 
应收票据 

-512,262,201.00  

应收账款 
-4,558,142,215.4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70,404,416.45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

目。 
应付票据 

      -822,259,143.68  

应付账款 
    -2,279,158,495.3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01,417,639.01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

项目。 
应付利息 

20,584,409.79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0,584,4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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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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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康医药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2018-9-1   12,417,768.03  51.00% 购买 2018-9-1 股权转移 

四川瑞康亚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2018-1-1   12,908,343.66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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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鸿霖医药有限公司 2018-1-1   20,634,361.37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徐州）有限公司 2018-1-1   34,304,281.69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石家庄祥泰医药有限公司 2018-3-1   34,381,906.51  80.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黑龙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4-1   10,208,134.30  51.00% 购买 2018-4-1 股权转移 

山东瑞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1-1      459,604.27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泰州有限公司 2018-3-1    5,314,768.28  51.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青海九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6-1    3,303,822.78  51.00% 购买 2018-6-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青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8-6-1   12,361,207.98  51.00% 购买 2018-6-1 股权转移 

四川兴科林药业有限公司 2018-5-1    8,047,180.01  51.00% 购买 2018-5-1 股权转移 

江苏力升医药有限公司 2018-6-1    4,382,424.92  51.00% 购买 2018-6-1 股权转移 

连云港新京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9-1    5,044,784.75  51.00% 购买 2018-9-1 股权转移 

北京金凯惠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2018-7-1   31,597,171.52  51.00% 购买 2018-7-1 股权转移 

浙江拓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1-1   39,591,063.51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浙江金合博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18-2-1   12,173,565.26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浙江中蓝贸易有限公司 2018-2-1    6,573,646.70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广州瑞康医药有限公司 2018-3-1    7,562,129.46  100.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广州市康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2-1    2,147,372.67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河源有限公司 2018-4-1   16,635,777.94  51.00% 购买 2018-4-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东莞有限公司 2018-3-1    8,229,309.03  51.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瑞康医药张家口有限公司 2018-5-1    4,026,870.95  51.00% 购买 2018-5-1 股权转移 

保定康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2018-6-1    6,997,391.41  51.00% 购买 2018-6-1 股权转移 

河南省方元医药有限公司 2018-5-1    2,581,621.30  51.00% 购买 2018-5-1 股权转移 

河南瑞德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8-8-1   24,048,492.79  51.00% 购买 2018-8-1 股权转移 

长沙万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1-1    1,616,284.37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湖南特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1-1   14,753,619.80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山西晟益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8-8-1   51.00% 购买 2018-8-1 股权转移 

黑龙江省瑞康鑫白云医药有限公司 2018-3-1    2,555,912.62  51.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黑龙江瑞康大鸿医药有限公司 2018-1-1    5,100,000.00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黑龙江瑞康北方医药有限公司 2018-3-1    5,089,339.04  51.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内蒙古慧美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2-1   10,517,464.95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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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善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1-1   25,791,674.77  51.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定西博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1-1   15,000,000.00  100.00% 购买 2018-1-1 股权转移 

海南众合贸易有限公司 2018-6-1    4,750,514.49  51.00% 购买 2018-6-1 股权转移 

瑞康时代医药襄阳有限公司 2018-6-1    4,386,780.49  76.00% 购买 2018-6-1 股权转移 

鞍山市瑞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8-2-1    1,527,852.21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大连金诺利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2-1    1,036,347.64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辽宁宏瑞达医药有限公司 2018-3-1    2,603,134.92  51.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辽宁腾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8-4-1    9,106,558.75  51.00% 购买 2018-4-1 股权转移 

安徽瑞康源博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2-1   42,330,000.00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安徽瑞康新邦药械物流有限公司 2018-3-1   10,251,000.00  51.00% 购买 2018-3-1 股权转移 

安徽希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8-2-1   37,684,013.67  51.00% 购买 2018-2-1 股权转移 

上海穗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2018-4-1   22,890,888.95  51.00% 购买 2018-4-1 股权转移 

说明：①北京金凯惠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下设北京恒利首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②河南瑞德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设河南沐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③大连金诺利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设大连金诺利尔口腔诊所有限公司。 

 

2、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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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永康兴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35,224,102.99  100.00 股权转让 2018-10-31 股权转移 

广州瑞康康吉贸易有限公司   21,339,893.11  100.00 股权转让 2018-1-1 股权转移 

汕头市长锋药业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转让 2018-1-1 股权转移 

庆阳瑞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00  100.00 股权转让 2018-1-1 股权转移 

济南广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650,000.00  100.00 股权转让 2018-1-1 股权转移 

 

3、新设子公司 

新增方

式  
成立日期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法定代表人 持股比例  

 新设  2018年 8 月 8 日  四川瑞康一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  吴丽艳 100.00% 

 新设  2017年 10 月 12日  北京瑞康英联医疗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韩松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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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  2018年 3 月 27 日  北京瑞康英联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   10,000.00  韩松 51.00% 

 新设  2018年 2 月 9 日  瑞康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0.00  韩松 100.00% 

 新设  2018年 1 月 8 日  山东悦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韩春林 100.00% 

 新设  2018年 3 月 26 日  烟台煦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10.00  石忠琴 100.00% 

 新设  2018年 6 月 14 日  上海生阳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10,000.00  韩春林 100.00% 

 新设  2018年 1 月 5 日  山东瑞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  韩松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26日  山东天美集韵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韩春林 70.00% 

 新设  2017年 12 月 19日  杭州润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0.00  陈伟星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17日  瑞祥康达（龙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26日  瑞祥康达（南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31日  瑞祥康达（宁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23日  瑞祥康达（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31日  瑞祥康达（莆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23日  漳州瑞祥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19日  泉州瑞祥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黄少杰 100.00% 

 新设  2017年 11 月 24日  江西康得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吴丽艳 100.00% 

 新设  2018年 1 月 29 日  河北瑞康汇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崔胜利 100.00% 

 新设  2018年 11 月 30日  孟州东泰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韩松 100.00% 

 新设  2017年 12 月 25日  濮阳源生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0  杨磊 100.00% 

 新设  2018年 7 月 26 日  湖南瑞康正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胡学英 100.00% 

 新设  2017年 10 月 30日  山西维康同源病理诊断中心有限公司   1,000.00  韩松 100.00% 

 新设  2018年 5 月 23 日  山西维康同源医生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韩松 100.00% 

 新设  2018年 8 月 9 日  北京康美华健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杜夕刚 100.00% 

 新设  2018年 1 月 2 日  北安瑞康源润大药房有限公司   100.00  崔胜利 100.00% 

 新设  2018年 1 月 31 日  瑞康医药（克拉玛依）有限公司   1,000.00  谭成勋 100.00% 

 新设  2018年 4 月 4 日  甘肃井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2,000.00  李井泉 100.00% 

 新设  2018年 5 月 29 日  河津市井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1,000.00  李井泉 100.00% 

 新设  2017年 12 月 26日  瑞康成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  韩松 100.00% 

 新设  2018年 8 月 29 日  烟台澎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10.00  石忠琴 100.00% 

 新设  2018年 11 月 26日  山东新通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杨博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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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  2018年 6 月 25 日  湖南瑞康康达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杨兴刚 100.00% 

 新设  2018年 10 月 16日  上海道仁正慧兴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1,000.00  韩春林 51.00% 

 新设  2018年 9 月 20 日  瑞辰（天津）产业园有限公司   75,000.00  韩春林 100.00% 

 

 

4、吸收合并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减少方式 吸收合并日期 
直接 间接 

山东瑞康医疗

灭菌有限公司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高

新区临港经济开

发区机场路 7388

号 3号楼西侧二层 

医疗灭菌外

包服务；医

疗灭菌领域

内的咨询等 

100   吸收合并 2018-10-31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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