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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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 

暨 

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85%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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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通过现金收购上海

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鼎群”）100%的股权暨间接

收购上海鼎群持有的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下称“国控天

和”）85%的股权，本次交易合计支付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93,424.00 万

元。 

国药一致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

称“宁波祺瓴”）于 2018 年 5 月共同合资设立的上海鼎群。上海鼎群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9,050 万元，其中：国药一致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持股 2.53%；宁波祺瓴认缴出资人民币 77,050 万元，持

股 97.47%。 



（二）关联关系说明 

宁波祺瓴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国药一致董事李智明先生兼任宁波祺瓴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宁波祺瓴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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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幢 401 室 B 区

H0164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药中金（上海）医疗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智明）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32JY90 

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二）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4,348.60 

总负债  38,567.65 

净资产 65,780.95 

  

收入 10,614.59 

利润总额 7,488.37 

净利润 7,488.37 

 

（四）宁波祺瓴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鉴于标的公司上海鼎群的经营实体是国控天和，故以下关联交易

标的基本情况以国控天和为主。 

（一）上海鼎群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 楼 

法定代表人：杨建平 

注册资本：7905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05 月 0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3488F 

主要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商务咨询 

股权结构：国药一致认缴出资 2,000 万元，持股 2.53%；宁波祺

瓴认缴出资 77,050 万元，持股 97.47%。 

（二）国控天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长江路开发区工业园区凯旋路东侧兴旺路南

侧益和集团 4楼 403 室 

法定代表人：杨建平 

注册资本：2155.6669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04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601241217 

主要经营范围：药品分销、零售及物流业务等。 

股权结构：上海鼎群持有国控天和 85%股权，吉林省益和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持有国控天和 15%股权。 

（三）主要财务数据 



1. 上海鼎群（单体口径）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7,938.33 

总负债 8,426.82 

净资产 39,511.52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3286.52 

净利润 3286.52 

 

2. 国控天和（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9,322.47 118,619.77 

总负债 107,340.50 101,623.85 

净资产 21,981.97 16,995.92 

归母净资产 21,713.21 16,995.92 

资产负债率 83.00% 85.67%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5,691.36 178,994.64 

营业利润 11,544.58 9,946.47 

净利润 8,623.40 7,501.94 

归母净利润 8,599.65 7,501.94 

 

以上数据均经审计，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主要业务及盈利模式、客户集中度、关联交易情况 

国控天和拥有吉林省销售规模排名第三的医药批发业务和排名

第二的医药零售业务，是目前吉林省唯一的兼具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大

型医药流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向医院配送药品以及医疗器械，配



送的药品主要为处方类辅助用药。国控天和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等级

医院网络和基层医疗网络，覆盖了吉林省主要的二、三级医院以及城

市基层医疗机构，在零售直销方面覆盖了吉林省的主要连锁药店及部

分单体药店，且在商业流通企业中亦有较高的覆盖率。2018 年度，

国控天和（合并口径）实现收入 195,691.36 万元，净利润 8,623.40 万

元。 

同时，国控天和下属医药连锁业务共拥有直营门店 438 家，2018

年药品零售共计实现销售收入 53,376.17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59.92

万元。 

（五）国控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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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控天和非失信被执行人。 

（六）债权债务转移、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截至本次收购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鼎群不存在为除国控天和以外的其他人提供担保、财

务资助等情况。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定价依据 

1.上海鼎群定价依据 

经国药一致、国大药房与宁波祺瓴协商一致，本次收购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上海鼎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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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鼎群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



61339812_B01 号），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上海鼎群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为 39,511.52 万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 0730 号），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上海鼎群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3,486.52 万元，评估增值率 13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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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宁波

祺瓴所持有的上海鼎群 100%股权的价格为 93,424.00 万元。 

 

上海鼎群评估结果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413.33 8,413.33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39,525.00 93,500.00 53,975.00 136.56 

资产合计  47,938.33 101,913.33 53,975.00 112.59 

流动负债  8,426.81 8,426.81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8,426.81 8,426.81 0.00 0.00 

股东全部权益  39,511.52 93,486.52 53,975.00 136.61 

 

*长期股权投资：被评估单位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

中的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净额为395,250,000.00元，评估值为935,000,000.00元，增值额

539,750,000.00元，增值率为136.56%，主要原因为子公司国控天和经营增值导致长期股权投

资净额增值。 

 

2.国控天和定价依据 



（1）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国控天和以收益法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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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19）审字第 61156269_B187 号），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

日，国控天和（合并口径）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21,981.97 万元。根

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

收购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上海鼎群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

第 0730 号）评估说明，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国控天和采

用收益法，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账面值 21,713.21

万元，评估值 110,000.00 万元，增值额 88,286.79 万元，增值率 406.60%。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分别是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与审计/评估对象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国药一致、国

大药房和宁波祺瓴均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国药一致、

国大药房和宁波祺瓴均不存在偏见。 

（二）定价公允性分析 

1.本次交易定价的市盈率、市净率 

根据国控天和整体评估结果，估值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审计归母净利润 PE PB 85%股权交易对价 

国控天和 8,599.65 12.78 5 93,424 



 

2.可比交易定价情况 

单位：万元 

收购方 被收购方 收购方式 
收购时

间 
估值 门店数（家） 营业收入 净利润 PE 

一心堂 

灵石大众 资产收购 2018.7 2690 21 3016 181 14.86 

四川贝尔

康 
资产收购 2017.4 7979 42 10149 458 17.4 

益丰药

房 

江苏市民 53%股权 2018.8 25000 

10 家连锁药

店、1 家门诊

部、1 家保健

品公司以及 1

家诊所和 1家

食品商行 

16488 1300 19.2 

上海上虹 51%股权 2018.8 28000 53 26000 1300 21.5 

江西天顺 60%股权 2018.1 6700 139 16936 260 25.7 

 

相比可见，本次收购上海鼎群 100%股权暨国控天和 85%股权的

估值具备合理性，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药一致（协议“转让方”）、宁波祺瓴（协议“转让方”）与国大

药房（协议“受让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拟签署的《关于上海鼎群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价格 



基于协议各方对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19）专字第 61339812_B01 号）、《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 61156269_B187）

号的认可，按照市盈率估值法以国控天和 2018 年度的净利润和上海

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收购上

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上海鼎群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

0730 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上海鼎群

100%股权转让对价为 93,424 万元，其中，包括：（1）股权收购价款

合计人民币 53,899 万元（以下简称“股权收购款”），以及（2）上

海鼎群根据原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按照国控天和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净利润审计结果向国控天和原股东支付的业绩承诺转让价款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39,525 万元（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转让价款”）。 

（二）价款支付 

本次交易总对价包括股权收购价款和业绩承诺转让价款，合计不

高于 93,424 万元，其中： 

1. 股权收购价款 

（1） 协议生效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后，国大药房支付给

祺瓴投资、国药一致股权收购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26,949.5 万元，其中：支付给宁波祺瓴转让款人民币



262,676,776.5 元，支付给国药一致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6,818,223.5 元； 

（2）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后，国大药房支付给祺瓴投资、国

药一致股权收购价款的的 50%，即人民币 26,949.5 万元，

其中：支付给宁波祺瓴转让款人民币 262,676,776.5 元，

支付给国药一致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6,818,223.5 元； 

2. 业绩承诺转让价款 

根据 2018 年审计净利润结果，上海鼎群 2019 年应向国控天

和原股东支付第一期业绩承诺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5,810 万

元；根据 2019 年审计净利润结果，若国控天和 2019 年净利

润审计结果达到业绩承诺的要求，上海鼎群应于 2020 年向国

控天和原股东支付第二期业绩承诺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23,715 万元。 

第一、二期业绩承诺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39,525 万元将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由收购方国大药房实际承担。 

（三）过渡期损益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渡期为：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

（工商变更登记日）。过渡期内，上海鼎群损益由国大药房享有。 

（四）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决策会议通过后由协

议各方的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协议各方公章后成立，并在本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五）股权过户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上海鼎群应就本次交易

项下所涉及的股权转让事宜递交工商变更登记，在协议约定的交割条

件全部成就或被相关协议方豁免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在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视为完成交割（即“交割日”）。 

六、交易的必要性、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药一致下属国大药房作为国内领先的医药连锁企业，可以通过

本次并购国控天和下属连锁药店进一步扩建全国医药零售网络，而国

控天和拥有的吉林省内领先的医药分销业务，将纳入国药一致“批零

一体化”战略进一步升级，收购完成后，国药一致拟将丰富的品种资

源对接到国控天和，更好的满足当地各类客户的不同需求。 

国大药房在东北三省之一的辽宁省沈阳市设立有国大药房沈阳

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国大”），沈阳国大未来联合国控天和有望构建

东北三省全覆盖的销售网络，促进现有医药批发、零售业务快速增长。 

七、截止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本次关

联交易对方宁波祺瓴未发生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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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进行了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国



大药房收购上海鼎群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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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国大药房收购上海鼎群股权 100%股权以 2018 年 12 月 31

为基准日上海鼎群/国控天和经评估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鼎

群及其下属的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

适用，评估结论合理，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海鼎群/国控天和将成为国大药房的控股子

公司，将有助于国大药房填补在吉林地区的空白市场，有效促进公司

现有批发、零售稳步增长，同时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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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

永华明（2019）专字第 61339812_B01 号）；  

6.《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上海鼎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 0730 号）； 

7.《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安

永华明(2019)审字第 61156269_B187 号）； 

8.《国药控股天和吉林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说明》

（东洲评报字【2019】第 0730 号）。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