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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拟公开摘牌受让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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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次收购股权尚需通过公开摘牌受让方式进行，能否成功摘牌受让

股权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成大”）

将其持有的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方圆”或“标的公

司”)10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 186,00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大药

房”）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受让该挂牌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摘牌收

购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国大药

房以挂牌转让底价为参考，根据竞标情况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确定竞标

金额，受让成大方圆 100%的股权，同时授权国大药房管理层办理有关

摘牌事宜。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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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证券代码：600739）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71 号 

法定代表人：尚书志 

注册资本：152970.9816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117590366A 

成立日期：1993 年 09 月 02 日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不得经营，

限制的品种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

务行业的劳务人员，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除外），化肥连锁经营，中草

药种植，房屋租赁，仓储服务，煤炭批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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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1、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2.46%）；2、辽宁

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1.11%)  

主要财务数据（依据该公司披露年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26,239.16 

负债总额 1,629,532.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58,257.24   

 
2019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74,555.55 

净利润 120,186.20 

辽宁成大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辽宁成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  

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2、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 年 01 月 03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崔琦  

公司住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南十中路 53 号  

注册资本： 23,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16408554X  

营业期限：2000 年 01 月 03 日至 2029 年 02 月 15 日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及投资的项目管理；（以下项目

限分支机构经营）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零售，医疗器械销售，卫生材料、日用

百货、文化体育用品、钟表眼镜、照相器材、美容美发用品、化妆品、

保健用品销售，摄影、彩扩服务，保健食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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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持有成大方圆 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1、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股权变更情况  

成大方圆成立于 2000 年 1 月，原始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公司名

称为辽宁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2000 年 10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7600.00 万元，公司名称由辽

宁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变更为辽宁成大星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001 年 5 月，公司名称由辽宁成大星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变更辽宁

成大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002 年 11 月，公司名称由辽宁成大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变更为辽宁

成大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公司股东辽宁省医疗器械工业公司退出，公司股东

为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760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00%。 

2009 年 8 月，公司名称由辽宁成大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成

大方圆医药连锁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现金和持有的辽宁成

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75.5172% 股权向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投资有

限公司增资。增资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投资

有限公司 100%股权，出资额 23,000 万元。 

2017 年 11 月，公司名称由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成

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的权属状况  

经查阅大连产权交易所关于本次挂牌转让的相关文件，本次交易标

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影响估值的因素，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状况  

经查阅大连产权交易所关于本次挂牌转让的相关文件，根据具备从

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及成大方圆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成大方圆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科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7,199.99 168,656.18 

负债总额 105,365.97 108,462.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0,431.08  58,949.82  

 
2020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398.43 293,726.51 

净利润 1,640.75 -9,237.79 

（五）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根据交易对方在大连产权交易所的挂牌文件，由具备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辽宁

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涉及

的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3447 号），于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成大方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59,543.17 万元。评估方法

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82,574.40 万元，增值额为 123,031.23 万元，增值率为 206.63%；市场

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5,936.43 万元，增值额为 126,393.26

万元，增值率为 212.27%。该资产评估报告选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

估结论。  

上述评估结果，辽宁成大已经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经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六）成大方圆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不存在除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外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七）成大方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次交易仍在公开征集受让方阶段，尚未确定最终受让方，尚

未签署最终交易协议。本次交易具体协议和内容将在公开挂牌转让完成

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签署和安排。  

五、交易对方关于股权转让的其他要求 

1、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标的资产因经营活动产生的

盈利或亏损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2、职工安置计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员工的

劳动关系的变更。  

3、债权债务处理以及担保安排  

依据交易对方挂牌公告要求，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企业债权债务由

标的公司继续承继。  

同时，辽宁成大为成大方圆提供了不超过人民币 30,600 万元的担

保。受让方应当在《产权交易合同》签署日后的三个月内解除辽宁成大

的担保责任，产生的额外费用由受让方承担。同时，辽宁成大担保责任

解除之前，因任何原因导致辽宁成大承担了担保责任，受让方应赔偿辽

宁成大遭受的全部损失。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战略意义 

公司下属国大药房定位于“成为中国领先、最受信赖的药店和医药

保健零售商”，已在全国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 29 家区域连

锁公司，覆盖全国 70 余个城市，是一家全国性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多

年来居中国医药零售行业首位。 

成大方圆是汇集医药零售连锁和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区域性大型医

药流通企业，截至 2019 年末共拥有门店 1,507 家遍布 5 省 19 市，覆盖

辽宁、吉林、内蒙古、山东和河北部分重点城市，其零售业务和所在区

域符合国大药房整合发展方向，属于公司战略推进的可选范围和标的。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若顺利完成，将有助于国大药房巩固在医药零售领域全国

销售规模头部企业地位；有助于国大药房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及集中

度，巩固优势区域特别是辽宁区域的领先地位；有助于国大药房在医药

分开政策背景下提前进行战略布局，为承接处方外流等政策红利做好准

备。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若顺利完成，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带来影响。成大方圆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29 亿元，占国大药房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比例约为 23%，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升国大药房销售规模；从现金流方

面来看，成大方圆运营资金周转较良性，经营现金流较为稳定，能够支

持现有业务的发展。从盈利能力来看，成大方圆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影响，净利润为正，仍有较大整合提升空间。本次交易若顺利

完成，成大方圆将引进国大药房的集采优势品种、DTP 独家品种等，进

一步丰富商品品类、优化商品结构。国大药房也将通过归拢采购量，形

成规模效应，降低采购成本，从而提升毛利率水平。随着业务的融合发

展，整合效应预计将逐步显现，成功摘牌对成大方圆及本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股权需通过公开摘牌受让方式进行，能否成功摘牌受让标

的公司股权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公开摘牌受让股权的进展

情况，依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

110Z0161 号】； 

3、《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涉及的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3447 号）。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