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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药店并购热仍持续

并购热仍在持续

国药一致引入战略投资者 欲扩张零售业务

并购热潮下，不同药店的经营范围开始交叉，这也使得零售
药店巨头迎来了更多面对面竞争的机会。

本报记者 张春楠 李未来 北京报道

在借道国药一致登陆 A 股后，
国大药房又一次借力资本抢占药
品零售的市场。
近日，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国 药 一
致”，000028.SZ）发布董事会决议
公告，同意全 资 子 公 司 国 药 控 股
国 大 药 房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国大药房”）增资扩股引入 1 名
战略投资者，增资完成后，公司
持 股 比 例 60% ， 战 略 投 资 者 持 股
比例 40%。
此次为零售业务引入战略投
资者，市场及 券 商 解 读 为 两 个 原

零售药店自 2015 年下半年

中区域进行密集布局。不过，并购

掀起并购热潮， 直到今年上半年
仍未减退， 各大药房都在加速扩

热潮下， 不同药店的经营范围开
始交叉， 这也使得零售药店巨头

张布局。 记者根据零售药店概念
股刚刚发布的半年报梳理发现，

迎来了更多面对面竞争的机会。
“零售药店巨头有各自优势

各零售药店巨头的新增门店数目

的传统区域， 以大参林为例，在

扩张。
在同一份决议公告中，国大药

普遍在 3 位数以上。
其中国药一致在 2017 年上
半年新增 191 家门店， 益丰药房

两广区域人参鹿茸等产品销售
可能具有优势，但若北上进入老
百姓大药房的优势区域，就需要

房宣布将以 2835 万元的作价收购
呼和浩特市天赐医药连锁有限公

也加速了新店建设和药店并购步
伐，上半年净增门店 248 家，而一

对当地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 ”
赵衡认为对市场的了解除包括

司 16 家门店。 而在今年上半年，各
零售药店上市公司的新增门店数

心堂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在 8 月份
的中报业绩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

理解不同地区消费者习惯，常见
病的不同，还包括对当地监管政

普遍维持在三位数以上。
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意向、标准

一心堂的门店数量预计在年底将
突破 5000 家。
不断新增的门店也为各连锁

策的熟悉程度。
“
以非药品的销售为例，可能
北京的占比要求在 30%以下，而

药店带来了业绩增长。 记者梳理
包括老百姓、一心堂、大参林以及

四川重庆可能会在 50%左右，这
需要零售药店在经营策略上做出

益丰药房等已经 IPO 的零售药
店概念股发现， 各连锁巨头在今

调整。 ”赵衡称。
另值得注意的是， 并购热潮

年上半年都实现了 30%左右的营
收增长， 其中并购最凶猛的一心

下各零售连锁药店开始更多地在
资本市场上辗转腾挪， 为并购积

堂营收最高，达到 36.51 亿元，增
幅为 23.70%，而大参林则因出售

蓄力量。 除第二梯队如漱玉平民
大药房、 云南健之佳等盘踞一方

自有品牌的参茸产品较多等原
因， 毛利率较高， 其净利润达到

的连锁药店正在加紧 IPO， 已经
登陆资本市场的连锁药店正通过

2.48 亿元， 同比增长 14.45%，位

定增、公司债、发行短期融资券和

列各连锁巨头之首。
据了解， 目前零售药店在并
购上主要有两种路径， 一种以老
百姓为代表，在多区域分散布局，
而另一种则以一心堂为代表，集

超短期融资券等方式为公司输
血，以一心堂为例，因在 2016 年
发行中期票据、 短期融资券和超
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 今年上半
年财务费用增长了超过 7 成。

因，第一，国大药房因多年粗放
管理，效益有待提升，希望借助
外部投资者提升管理水平；第
二，在零售 药 店 并 购 潮 热 度 仍 未
减退时，借 助 资 本 力 量 实 施 市 场

及扩张计划等问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曾致电致函国药一致，但截至
发稿未获回复。
零售药店自 2015 年下半年掀起并购热潮，直到今年上半年仍未减退，各大药房都在加速扩张
布局。

引入战投提升管理水平

本报资料室 / 图

中泰证券分析师认为：“公司希望借助外界资本和先进运营管理经验使零售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向专业化特药和健康管理型
的领先药房连锁企业迈进。 ”
国药一致是中国医药集团、国

些力不从心。“我们认为，国大药房

营收为 48.88 亿元，同比增长 12%，

锁企业迈进， 因此战投的对象很可

药控股旗下的综合性医药上市公
司。 今年 3 月份，国药一致完成了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原定的重组方

上半年净利润规模已超过业绩承
诺， 但当前国大药房净利率为
2.69%，与益丰药房、老百姓、一心堂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0.99 亿
元，同比增长 30.08%。 在零售业务
上， 国药一致提出以精细化管理提

能是兼具丰富产业资源和雄厚资金
实力的国际级企业。 ”
“当然在并购热潮持续之下，

案，国药一致以旗下工业资产置换
现代制药（600420.SH）15.56%股权，

等连锁药店龙头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 ”上海证券分析师表示，国药一

升业务水平， 包括成立子公司运营
专项工作， 对部分亏损店进行现场

投资者也会为进一步的并购做准
备。 ”赵衡表示，国药一致引入战略

同时购入国大药房、 佛山南海、广
东新特药、 南方医贸 100%的股权，

致今年上半年的业绩略低于预期。
据此前发布的半年报，公司在

纠偏等。
“国大药房在管理上一直是比

投资者可能是为国大药房拆分上
市做准备。

国药一致变身为医药商业及零售
企业，并成为国药集团旗下两广医

2017 年上半年营收和净利出现了
双下滑，其中营收下滑 0.18%，归属

较粗放的， 这也是它效益不算
很高的原因。 ”医疗战略咨询公

药分销唯一平台。
这意味着目前国内最大的医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滑
15.62%，达到 5.56 亿元。

司 Latitude Health 合 伙 人 赵 衡
对记者表示，“此次引入战略投

药零售企业国大药房也借道国药
一致登陆 A 股。 截至今年年中，国
大 药 房 零 售 连 锁 网 络 遍 布 19 个

公司将下滑的原因归于资产
重组。
“
本集团 2016 年 10 月发生重
大资产重组，比较报表包含了置出

资者可能会为提升管理能力作
考虑。 ”
中泰证券分析师也表示认

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覆盖近 70 个
大中城市， 共经营近 3700 家零售
药店门店。
不过，尽管规模可观，但就经
营效益来看，从国企改制而来的国

的三家工业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的
利润表数据所致。 剔除此因素，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3.79%， 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6.73%。 ”国药
一致表示。

同：“公司宣布引入唯一战投，且
出让股权比例高达 40%，我们认
为公司希望借助外界资本和先
进运营管理经验使零售业务实
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向专业化特

大药房与民营巨头相比似乎仍有

财报显示，其中医药零售业务

药和健康管理型的领先药房连

制药设备行业需求下降

东富龙加速转型大健康
本报记者 黄波 上海报道

的 2017 年上半年医药工业主要经

元，同比下降 42.48%，而在之前的

济指标完成情况显示， 主营业务收
入方面， 制药设备行业以 6.05%的

2016 年年报中，公司同样收获一份
净利润同比下降 39.35%的成绩单。

增速垫底，利润方面，制药设备行业
则是唯一负增长的细分领域。

近年来，东富龙开始向医疗器械
等领域发展，加速转型大健康。 不过，

在此背景下， 东富龙近年业绩
不佳，与制药设备行业表现一致。据
其 2017 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东
富龙实现营业收入 7.86 亿元，同比
增长 8.19%； 净利润为 8204.08 万

公司在精准医疗领域的布局收效并
不算理想。 就相关话题，《中国经营
报》记者数次致电、致函东富龙董秘
办，工作人员表示董秘和证券代表近
期都在出差，不方便接受采访。

根据东方财富网的相关资料显
示，东富龙主营业务为医用冻干系统

降导致行业低迷。
随后， 东富龙 2016 年年报出现

营业收入比重为 14.97%； 冻干系统
设备收入为 7.50 亿元， 占营业收入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是一
家为全球制药企业提供系统化整体
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可以提供“一站

“
变脸”。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8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

比重为 48.24%， 二者合计在营业收
入中占比下滑至 6 成左右。 到了
2016 年， 公司冻干系统设备收入和

式”的整体交钥匙服务。 服务范围从
单机、系统到工程；从原料药（化学药
合成、中药提取、生物原液）到制剂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9.35%。
“
东富龙在 2015 年前后达到历
史高峰，2016 年后出现了较大幅度下

占比双双下滑，其中，收入同比下滑
24.25%， 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下滑至
42.81%，冻干机则下滑至 2.28 亿元。

（注射剂、口服固体制剂）。 一位制药
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以冻干机起家的

滑， 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内药企 2015
年 12 月需要完成 GMP 认证，迫使药

在此情形下， 东富龙开始尝试
从一个制药工业设备制造商转变升

东富龙最高时期曾经占据着制药行

企在此阶段进行大规模设备投入。 而

级。 2015 年年报中，东富龙在谈到

业冻干机超过 80%的占有率。

随着认证大限截止，企业在此的投入

未来发展战略时表示， 公司将从制

记者梳理发现， 东富龙业绩在
2015 年达到顶峰。 2013~2015 年，公
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0.2 亿、12.6 亿
以及 15.6 亿元，同期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2.66 亿 、
3.35 亿以及 3.87 亿元。 不过，上市
公司方面也已经预感到“
好日子”将
告一段落。 在 2015 年年报中，东富
龙表示， 随着新版 GMP 认证的结
束，制药装备行业进入产能调整、智
慧化升级的新阶段， 需求阶段性下

动力大大下降，卖设备的公司自然陷
入困境。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
誉会长于明德曾对媒体表示。
分产品来看， 东富龙主要产品
包括：冻干机、冻干系统设备、配件及
服务、净化设备及工程、其他制药设
备、医疗器械、食品设备以及服务。其
中，冻干机和冻干系统设备是东富龙
主要产品，2014 年二者在营业收入
中合计占比超过 7 成。 2015 年年报
中，公司冻干机收入为 2.33 亿元，占

药、 医疗和食品三个领域进行深度

在东富龙布局的三大领域中，医
疗领域的发展方向尤其引人注目。
2016 年 1 月， 在接受数十家机
构调研时，东富龙方面详细介绍了其
精准医疗业务推进情况。 据其介绍，
公司于 2015 年初设立东富龙医疗并
正式介入精准医疗领域，目前已通过
东富龙医疗设立重庆产研院和东富
龙医药公司，以及控股溥生生物和投
资成为伯豪生物第一大股东。

伯豪生物、溥生生物等技术平台，并
通过东富龙医药公司输出，打造研、
产、销一体的大生态系统。
不过， 东富龙的精准医疗业务
布局很快便出现变数。2016 年 7 月，
东富龙表示， 精准医疗属于新兴的
医疗技术，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目前，国家政策尚不明朗，公司采取
审慎态度，将适度布局，持续关注。
在 2016 年年报中，上市公司进

告称，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东富龙
医疗与迪安诊断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 约定东富龙医疗以 5035 万元，
向迪安诊断转让重庆产研院 100%
股权。
记者注意到， 在 2016 年年报
以及今年半年报中， 东富龙均未
提及精准医疗业务详细进展情
况， 在主营业务收入介绍中也未
见其身影。 不过，今年半年报还是

“重庆产研院的成立是东富龙
精准医疗业务布局的标志性环节，
作为西南精准医疗中心，公司将依
托有利产业体系，为癌症患者制定
包括基因测序、分子诊断、细胞治疗
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可以提供
个体化模式下的辅助诊断与辅助治
疗，远程医疗、国际转诊的精准医疗

一步表示， 重庆产研院已不在东富
龙精准医疗业务的未来规划中。 在
医疗领域，公司综合考量了前期
“魏
则西事件” 所引发的对于免疫细胞
临床应用的国家政策趋严化和市场
预期保守化， 以及报告期内国际行
业前沿技术及产品研发进入瓶颈
期， 并因临床医疗技术的特殊性风
险等复杂因素， 公司重新调整精准

有些许东富龙精准医疗业务发展
情况的痕迹。 重要联营企业的主
要财务信息显示，上海伯豪本期营
业 收 入 为 5176.34 万 元 ， 上 期 为
4480.12 万元，除此之外，其他主要
财务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净
利润方面， 由上期的 -584.59 万元
下滑至 -977.54 万元； 资产合计由

制药设备行业需求量减少，A
股中从事冻干机业务的上海东富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富龙”，300171.SZ）也受到掣肘。

“拜耳初创计划”
助力中国健康领域初创企业
文 / 黄杏泽

拜耳在中国的第二轮开放式
创新项目 Grants4Apps 之“拜耳初
创计划·上海 2017”项目的“孵化
器”计划甄选结果揭晓，4 家中国
健康领域的初创企业最终入围。
继“孵化器”计划之后，拜耳今年
还增加了“Dealmaker 计划”。该计
划是侧重于选拔符合拜耳业务挑

方式从传统的模式转向更多以人

对初创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培

战的成熟初创企业 （已经完成 A

为本， 以创新驱动为本的增长模

养，以应对中国的医疗保健问题。

或 B 轮融资或更加成熟的初创

式。 拜耳初创计划和中国政府对

拜耳非常开心能够与这些充满勇

企业），入选该项目的企业会与拜

于经济增长新方式的定义和战略

气的创新者一起工作， 并期待能

耳团队进行更深入的业务沟通与

规划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拜耳集

够在项目创意和市场策略上帮助

交流。

团大中华区总裁朱丽仙表示，“自

初创企业继续前进。 我们相信如

“中国政府希望充分发掘企

2016 年拜耳初创计划上海项目落

此充满生命力的合作将为中国大

业家精神， 同时希望将经济增长

地中国以来， 该项目一直关注于

众的更美好生活贡献解决方案。 ”

围绕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创新
Grants4Apps 是 拜 耳 发 起 的

展这个项目， 主要是源于拜耳对

门的任务小组， 帮助他们进行市

数字医疗健康领域的孵化器项目

于创新的渴求， 公司内部致力于

场开拓、 推动其产品上市等。 另

平台。这一平台于 2013 年在德国

满足大众的医疗需求，除此之外，

外，从资金支持的角度来说，拜耳

创立，于 2016 年落地上海。 该项

社会上也有很多资源和创新要素

为他们提供的并不是非常多，但

目平台致力于将中国的创新能

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所

基本满足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我

力与拜耳的全球视野相结合。 该

有的一切都是源于我们对客户的

们给他们带来的最大价值是可以

项目筛选出具有潜力的中国初创

关爱， 我们要运用各种方式关注

让他们通过和投资人广泛地接

企业，把他们带入拜耳深厚的商

客户的需求， 并且寻找适合的路

触， 通过一轮轮投资洽谈会提供

业氛围并帮助他们的产品尽快市

径满足他们的需求”。从拜耳的角

给他们自我展示的机会， 希望他

场化。

度来讲， 公司有业务专家和人际

们可以给潜在的投资人留下良好

脉络， 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些专

的印象。 ”

朱丽仙表示， 之所以想到开

初创项目更趋成熟
此次最终入围“孵化器”计划

相关心脏类问题进行准确性数字

专门介绍了去年拜耳初创项目在

的四家企业拓萧智能、慧云堂、诺

化分析。该团队的 3 位队员均为毕

国内的成功案例，据其介绍，去年

童以及 Drop Technology 在 9 月

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留

拜耳评选出的三家中国初创企业

22 日下午进行了面向投资者的

学生， 自大学期间开始便针对该

都很成功，其中一家初创企业“花

项目总结路演。

项目进行研究， 现已近 10 余年。

生觅”生产极薄可穿戴设备，在进

四家初创企业各具特色。 拓

诺童开发专为老年人使用的智能

行孵化后， 今年与一家德国生产

萧智能致力于开发家庭智能听诊

医疗伴侣机器人装备。 作为人工

医疗器械的投资人签下了投资协

设备，在家庭使用中即可通过其软

智能生态系统， 为老年人解决生

议。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项目变得

硬件技术达到专业的效果。 目前，

活中的问题， 帮助其获得更加健

越来越成熟， 拜耳开始寻找越来

其家庭智能听诊设备已经上市销

康的生活。 Drop Technology 则致

越多相对比较成熟的初创企业，

售。慧云堂专注于针对心脏类问题

力于开发电子止汗贴片产品。

同时也会关注已经在市场上取得

进行功能诊断的云平台研发，用于

拜耳中国项目负责人 Vivian

一定成绩的企业。

近两年， 受到新版 GMP 认证
结束和制药工业发展状况的影响，
制药装备行业的需求下降，市场竞
争激烈。 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披露

制药装备需求量降低

布局， 并提出新的愿景： 在制药领
域， 要成为智慧制药工厂的专业交
付供应商；在医疗领域，要成为细胞
治疗解决方案的整合服务商； 在食
品领域， 要成为药品级食品制造装
备工程服务商。
“
2016 年 是 东 富 龙 的 变 革 之
年”， 在 2015 年年报关于“公司
2016 年经营计划”部分，东富龙如
此介绍，但变革并不容易。

转型不易

服务。 ”东富龙医疗总经理劳昕元
介绍称，东富龙精准医疗板块将以
产研院为入口，结合国际合作，依托

医疗领域的布局和规划。
今年 6 月 1 日， 东富龙发布公

上期的 1.98 亿元下滑至 1.81 亿元，
其中流动资产由上期的 1.58 亿元
下滑至 1.36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