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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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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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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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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及医疗器械的

配送流通及相关延伸增值服务。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通过山东海王集团、苏鲁海王集团、河南海王集团、湖北海王集团、安徽海王集团、黑龙江海王集团、

广东海王集团、北京平台、上海平台对下属医药商业企业进行管控，建立了医药商业物流网络体系。业务范围覆盖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安徽、黑龙江、广东等约全国20多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已形成具有区域性优势的大型医药物流体

系。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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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业务附加值和客户粘性。根据中国医

药商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公司医药商业规模排名全国第六名。 

2、医药工业 

公司医药工业体系主要分为医药制造和食品、保健品两大类。 

公司医药制造业务以子公司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为主进行经营，目前已搭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医药制药产品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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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麻醉精神类药、肠外营养药、基础输液类、现代中成药、呼吸系统等疾病领域均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

拥有包括中成药（含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酊剂等十几个剂型）、化药（含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小容量注射

剂、大容量注射剂玻瓶、塑瓶软袋等多个剂型）近500个注册批文。200多个品种入选国家医保目录（2019年版），拥有多个

新药和自主知识产权独家产品，在医药行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公司食品、保健品业务以子公司海王健康科技为主进行经营，主要专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及营养食品的开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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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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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1,492,703,945.65 38,380,907,262.30 8.11% 24,939,637,65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961,388.24 414,691,787.19 -41.89% 636,375,83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105,045.51 89,258,644.24 -41.62% 695,110,15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8,621,934.86 -1,135,175,522.92 299.85% -2,432,914,042.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0 0.156 -41.67% 0.24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0 0.156 -41.67% 0.24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7.25% 
同比下降 3.91 个百分

点 
11.5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41,168,283,718.59 41,126,743,376.46 0.10% 30,864,382,53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54,446,734.01 5,946,654,454.09 5.18% 5,514,373,188.9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45,449,942.88 10,305,355,001.46 9,851,646,597.05 10,790,252,40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077,118.26 71,688,512.25 161,780,584.02 -124,584,82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447,740.38 94,207,542.43 163,938,826.18 -330,489,06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452,343.45 358,633,512.75 23,100,605.92 1,817,435,4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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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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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6,17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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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 1,216,445,1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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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38,306,260 0   

孔宪俊 境内自然人 0.73% 20,099,9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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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16,319,87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8% 13,287,776 0   

刘占军 境内自然人 0.42% 11,498,793 9,277,84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0,394,250 0   

史晓明 境内自然人 0.25% 6,800,027 6,800,020   

周国祥 境内自然人 0.20% 5,501,045 0   

吴文选 境内自然人 0.20% 5,4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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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军为公司董事；史晓明公司副总裁；孔宪俊、周国祥为公司子公司核心管理、骨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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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吴文选通过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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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000

股。 

股东秦本军通过国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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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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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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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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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根据回售登记结果，公司回售了"17 海王 01"6,999,980.00 张，

回售金额为 699,998,000.00 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 1,000,020.00 张。并向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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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26 日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期间的第二个计息年度的

利息。 

"18 海王 01"：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向截至 2019 年 7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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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王 01"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2019 年 7 月 3 日期间的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18 海王 02"：2019 年 12 月 30 日（因付息日 2019 年 12 月 28 日为法定休息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公司向截至 2019 年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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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王 02"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1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期间的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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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债券"17海王01"、"18海王01"、"18海王02"的跟踪评级结果与其上一次的评级结果一致。具体如下： 

     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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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跟

踪评级报告》（联合[2019]1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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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

券信用等级为AA。 

     2019年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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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大公报SD【2019】433号），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17海王01”的信用等

级维持AA。 

    2019年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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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大公报SD【2019】434号），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18海王01”的信用等

级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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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0.93% 82.69% -1.7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7.94% 16.01% 1.93% 

利息保障倍数 1.76 2.09 -15.7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受宏观经济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市场融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报告期内公司

管理层及时调整增长目标，调整业务结构，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保障了公司在当前金融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情况下公司的

健康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14.93亿元，同比增长8.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1亿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0.52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22.69亿元，同比增长299.85%。 

各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医药商业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公司医药商业规模排名全国第六名。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加强业务结构调整，控制增长规模，提质增效。在行业增速整体放缓，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大

幅上升的情况下，公司医药商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404.60亿元，同比增长9.42%；其中医疗器械流通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89.98亿元，同比增长33.61%。 

2、医药工业 

公司医药工业板块主要分为医药制造及食品、保健品两大板块。 

报告期内，医药制造板块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和福建省等重点区域的医药政策，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实施了灵活多

样的营销策略，成功推出了医疗器械新产品，并积极拓展了药品及医疗器械市场，使得销售收入明显回升。报告期内医药制

造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5.29亿元，同比增长15.63%。 

2019年4月，海王福药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碳酸氢钠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品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海王福药成为该品种首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之一。 

报告期内，食品、保健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3.22亿元。 

       3、医药研发 

报告期内，海王研究院在研药品研究试验工作有序开展。化学药品1类抗肿瘤新药HW130完成临床前研究，于报告期内

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受理，并于2020年1月获得美国FDA批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中药新药小儿咽立宁口服液，提交临床

申报并获得临床试验许可；开展6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研究。其中受托开展的二甲双胍片通过技术审评，获得一致性

评价补充申请批件。 

报告期内，海王研究院7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新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1项。 

报告期内，海王研究院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获准建立“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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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注册金额为10亿元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完成了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发行登记，募

集资金3.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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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4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一次会议、2019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及2019

年7月12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拟募集资金不超过25亿元。目前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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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五、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

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除财务担保合同负债外，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

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

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租赁应收款； 

·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

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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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

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权益工具） 

4,8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4,797,100.00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170,423,050.00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70,210,75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04,066,913.88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649,971,029.3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453,023,228.3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8,953,146,417.1

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8,948,370,002.6

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188,875,772.41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174,730,425.09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112,426,582.11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112,426,582.11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1,104,066,913.88 -453,023,228.35 -1,072,656.21 649,971,029.32 

应收账款 18,953,146,417.10 -- -4,776,414.50 18,948,370,002.60 

应收款项融资 -- 453,023,228.35 -- 453,023,228.35 

其他应收款 3,188,875,772.41 -- -14,145,347.32 3,174,730,425.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8,778,570.97 -- -- 58,778,570.97 

以摊余成本计量 58,778,570.97 -- -- 58,778,570.97 

其他流动资产 837,404,236.55 -- -- 837,404,236.5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5,223,050.00 -175,223,050.00 -- -- 

长期应收款 112,426,582.11 -- -- 112,426,582.1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75,223,050.00 -215,200.00 175,007,850.00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 -- -215,200.00 -215,200.00 

盈余公积 52,141,669.22 -- --- 52,141,669.22 

未分配利润 978,104,638.15 -- 14,403,509.85 992,508,148.00 

少数股东权益 1,171,956,738.48 -- -2,680,784.88 1,169,275,953.60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

节表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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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 -- 1,072,656.21 1,072,656.21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75,724,041.30 -- 4,776,414.50 180,500,455.8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45,331,288.59 -- 14,145,347.32 59,476,635.91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

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

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

或损失。 

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

调整。 

新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

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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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 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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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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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东瑞

医药有限

公司 

2019/1/1 30,000,000.00 85.00 购买 2019/1/1 
控制权

转移 
226,959,668.97 -3,071,813.82 

上海方承

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2019/1/9 101,019,380.00 100.00 购买 2019/1/9 
控制权

转移 
939,902,254.47 40,138,438.76 

宿州海王

医药有限

公司 

2019/12/31 3,840,000.00 80.00 购买 2019/12/31 
控制权

转移 
-- -- 

说明：临沂东瑞医药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取得该公司的控制权；宿州海王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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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本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取得该公司的控制权。 

2、 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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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王银河医药有

限公司 
2,000,000.00 100.00% 转让 2019年10月29日 控制权转移 671,626.00 

四川海王金仁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143,080,000.00 75.00% 转让 2019年6月18日 控制权转移 -20,722,563.96 

大庆海王众康医药有

限公司 
17,000,000.00 90.00% 转让 2019年7月9日 控制权转移 9,100,220.58 

江西海王医药有限公

司 
37,800,000.00 70.00% 转让 2019年1月1日 控制权转移 39,304,218.74 

山东海王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35,750,000.00 65.00% 转让 2019年1月1日 控制权转移 -3,844,118.23 

湖北海王襄阳医药有

限公司 
11,300,000.00 70.00% 转让 2019年6月14日 控制权转移 -872,263.35 

山西海王医药有限公

司 
5,000,000.00 100.00% 转让 2019年1月24日 控制权转移 -143,476.75 

河南省亿乐药业有限

公司 
23,562,500.00 65.00% 转让 2019年9月12日 控制权转移 -55,795.18 

东莞市广济医药有限

公司 
5,000,000.00 80.00% 转让 2019年4月1日 控制权转移 -360,049.05 

滨州海王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0 80.00% 转让 2019年1月1日 控制权转移 295,225.62 

说明：山东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烟台海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东营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一并转让。 

3、 其他 

本期新设子公司：安徽聚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海王业威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吉林海王长健实业有限公司、咸宁海

王长健贸易有限公司、河南海王文峰医药有限公司、江西海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期清算子公司：海王福药制药（连江）有限公司、海王金象中药制药（连江）有限公司、建投-海王生物一期应收账款债

权资产支持计划。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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