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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海王生物：持续推进 GPO

采购业务，业绩增长无忧 
[Table_Summary] 
【事件】 

海王生物(000078.CH/人民币 7.18 元, 未有评级)公布 2016 年中报，报告期间，

公司实现营收 63.60 亿元，同比增长 17.8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6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

利润 1.03 亿元，同比增长 101.24%。 

我们就公司中报业绩和公司高管沟通交流。 

 

【调研要点】 

公司基本情况介绍-最早采用 GPO 模式开展阳光集中配送的公司。 

公司是深圳海王集团旗下核心的上市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商业流通、

医药制造、保健品及食品、医疗器械。公司在业界中最早采用 GPO（集中采

购组织 Group Purchasing Operation，GPO）模式开展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经多

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医药研发、医药制造、商业流通等产业平台。 

在医药研发领域：以公司海王现有研发事业部为基础，投资设立海王医药科

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海王药品一致性评价研究中心。 

医药制造领域：将亏损的海王药业、杭州海王剥离出上市公司，装回集团；

海王福药和海王健康科技成为医药制造板块主要的盈利来源，海王福药是福

建省内最大的药品制剂制造企业之一，大输液制剂规模位列福建省第一位，

具一定的规模优势。海王健康科技主要专注于婴幼儿营养食品研究和产品开

发，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婴幼儿食品专业领域内企业，具

备领先的创新和研发能力、严谨的生产制造经验。 

商业流通：医药商业是公司的营收主要来源，建立了以阳光集中配送业务为

主，传统医药纯销配送及分销调拨为辅的商业模式，形成了以山东为核心，

覆盖河南、湖北、安徽、吉林、黑龙江等多个省份。公司是国内最早成为医

院集中采购、阳光配送平台（GPO）的企业。公司将继续推进“阳光集中配

送业务”，继续拓展山东省内其他空白市场，维持山东省内医药流通龙头地

位，通过并购和新设手段开拓湖北、安徽、东北和江苏等新市场。 

精准医疗：公司入股肿瘤质子治疗公司 Provision，并设立合资公司获取中国

独家经营权，延伸进入肿瘤质子治疗领域。 

大股东背景介绍-深圳海王集团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旗下有海王生物、海

王英特龙、海王星辰 3 家上市公司，其中海王星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目

前已经私有化。除此之外，集团下属还有全药网，入选了深圳市公立医院药

品集团采购组织，将承担起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的集中采购等工作。集团定

位是国内医药产业领域具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大型集团企业，产业链涵盖

产品研发、医药制造、医药商业流通和连锁零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品牌价值，

海王品牌是连续 12 年蝉联中国 500 最具价值医药品牌行业榜首，目前最新的

品牌价值是达到了 560 多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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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股东背景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银证券 

 

公司业绩回顾-前期开疆拓土成果初现，净利润翻倍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0 亿元，同比增长 17.8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6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 1.03 亿元，同比增长 101.24%。2016 年 6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登记，预计对公司下半年经营有较大影响。 

近 5 年来，公司的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9.46%和 18.47%。

营收每年保持 10%以上稳定增长，归母净利润前 4 年相对平缓增长，今年增幅

较大，原因在于：1.剥离亏损的医药工业资产，轻装上阵，营收增长带来净利

润增长；2.更为主要的原因是经过前几年的开疆拓土，今年利润开始逐步显现。 

 

 

分行业来看，在医药商业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55.05 亿，同比增长 20.26%；医

疗器械实现营业收入 4.51 亿，同比增长 30.18%；在医药制造和保健品领域，

因为公司去年 6 月份有剥离亏损的工业资产，营收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毛利

率依旧保持较高的水平。 

 

图表 2. 公司近 5 年中报营收及增速  图表 3. 公司近 5 年中报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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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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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6 公司中报业务构成  图表 5. 公司 2016 年中报主营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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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营收 

（亿元） 

毛利率

(%) 

同比增

速(%) 
增减原因 

医药商业流通 55.05 10.28 20.6 销售规模增长 

医疗器械流通 4.51 12.15 30.18 销售规模增长 

医药制造 2.13 43.06 -12.61 上期处置下属子公司 

保健品食品 1.8 54.21 -19.27 上期处置下属子公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分区域来看，华东和华中区域保持较高的增长；华南和北方区域主要是公司

工业集中地，因此呈现高毛利率、收入增速缓慢的特点；公司整体的毛利率

比较平稳。 

 

图表 6.近五年公司区域收入情况  图表 7. 近五年公司区域毛利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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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具体到业务情况，医药商业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GPO 模式目前覆盖范围

包括黑龙江、吉林、山东、安徽、湖北、河南、广东、广西。在新疆和陕西

也开始设点。公司也在积极探索药房托管等领域。医药工业方面，去年剥离

了亏损的医药工业资产，保留了海王福药和海王健康科技。海王福药在当地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包括中药、化药和生物药，在研的重磅品种有

替吉奥片和虎杖苷注射液；海王健康科技主要做保健品、食品和奶粉，均保

持较好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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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阳光集中配送区域  图表 9. 公司医药工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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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图表 10.新区域 创新供应链服务促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银证券 

 

公司未来展望-抓住行业机遇，工、商、研发全产业链发展 

医药行业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行业政策变化较快，具有资金和研发实力的

大型医药企业有能力积极应对。目前医药现行业面临的行业机遇有：CFDA 强

力推行一致性评价，仿制药行业面临大洗牌，拥有资源实力和资本实力的企

业将受益，优胜劣汰将加速；医改政策强势出台，两票制、营改增全面推行，

未来行业集中度将大大提升；医改热点-三明模式，药价持续下降成为必然趋

势，资源整合能力强的医药物流企业有机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收购兼并规

模化扩张，行业协会推出“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动产业资本收购兼并和支

持中国医药企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的规划；其他：电子监管码

制度实施；2015 新版药典颁布执行；国际化进展加速带来新压力。 

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医药综合新企业，产业链涵盖医药商业、医药工业和医药

研发。今年以来公司积极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药研发、精准医疗战略布

局： 

抓住仿制药一致性机遇，加强公司研发能力：公司在现有研发事业部的基础

上，投资设立深圳海王医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海王药品一致性评价研究

中心，按照全成本市场化模式将公司研发平台由成本中心转化为盈利能力创

造中心，以保障公司整体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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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质子治疗：公司在质子治疗领域是两方面的同步拓展，首先是入股美国

Provision 集团质子治疗中心，占股比例 10%以下。公司与美国 Provision 在中国

设立具有独家经营权的经营公司，目前这家公司正在进行注册。 

在医药商业领域，公司在国内 5个省区设立 6家集团性集团化的医药商业公司，

通过集约化的管理和集中采购，集中议价，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同时在集团化公司的主要管理层与业绩相挂钩，推行股权激励计划，充分调

动主要管理层个人的能动性，为公司未来 5 年的业绩提供保障。 

未来，医药商业公司继续推进 GPO 模式，在医药研发领域建成国际化和产业

化的研发中心，医药工业希望依托公司强大研发和销售能力，做大做强。实

现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医药研发全产业链发展。 

未来，医药商业公司继续推进 GPO 模式，在医药研发领域建成国际化和产业

化的研发中心，医药工业希望依托公司强大研发和销售能力，做大做强。实

现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医药研发全产业链发展。 

 

图表 11. 公司积极战略布局  图表 12. 公司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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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问答环节 

质子治疗 

1. Q:公司的质子医疗合作方的优势如何?目前质子治疗项目的进展情况怎

样？未来会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和市场规划如何？ 

A：与公司合作的 Provision Healthcare, LLC 主要专注于质子设备生产和质子治

疗，致力于为全球癌症患者提供尖端治疗、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护理的综合性

医疗集团。 

Provision集团下设的 ProNova质子设备公司生产的ProNova肿瘤质子治疗设备是

国际上最新一代质子治疗设备，具有紧凑型设计、360 度旋转治疗舱，运用了

超导磁铁和笔型束扫描，并集成了图像引导技术。该产品具有优良的性能和

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合资公司正在国内申请注册等相关工作，合作对方

Provision 集团相关质子设备申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510（k）产品认证

正在推进中。未来合资公司将是中国境内 Provision 集团质子治疗系统的独家经

销商，并且拥有在中国境内开发质子中心或肿瘤中心的独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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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出资 1.5 亿，海王集团出资一个亿成立合资公司，这个合作公司目前

拿一定的资金投入到质子治疗 Provision 的总部，总体大概占 6%股份，大概 2000

万美金。这个是有承诺的，承诺到 2020 年必须在美国上市，如果不上市的话，

可以选择退出，有 12%回报率。这个合资公司目前是他们的国内唯一的设备代

理商，这个再生的毛利大概是可以达到 30%。 

公司在该项目上的盈利点除了销售设备外，还有未来所提供的相关服务支持

以及公司在合作医院获得的医药配送业务等方面。公司看好这一块的业务前

景。 

2. Q: Provision 在国外销售怎么样，在国外销售质子治疗仪情况怎么样？ 

A: 这样的，产品认证在美国 FDA 还没通过。预计是 9 月份通过。应该是比较

有把握。我们这里 9 月份应该是确定的。 

医药商业 

1. Q：医药商业净利率趋势有何展望？ 

A：医药商业的利润率与销售规模及增长、期间费用率水平以及资金周转量密

切相关，如近几年公司医疗耗材的销售逐步增加，导致毛利会在短期内保持

上升趋势，但随之销售增速变化净利率也可能会回归到正常行业水平。未来

公司将通过优势品种及业务结构调整，在实现销售规模增长的同时通过内部

的精细化管理以控制成本费用率，来实现医药商业净利率的稳步增长。 

2. Q:半年报的扣非是达到了百分之百以上的一个增长，，大部分还是咱们医疗

商业配送贡献的吧？集团定增的业绩要求今年 4 个亿净利润，下半年有压力

吗？ 

 A:GPO 主要贡献利润，大概三个多亿的利润。公司往年基本上上半年就完成

30%左右业绩，下半年占比多。因为很多医院是年底结算返利。全年业绩完成

问题不大。 

3. Q：海王星辰私有化结束了吗？今年业绩怎样？ 

A: 8 月 3 号就结束了。今年收入很好，大 50 亿左右。门店数量没怎么变化，但

是利润增长很多。 

4. Q：海王星辰会装进上市公司吗？ 

A：集团层面事情，暂时不确定。 

5. Q:全药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相关推进情况？ 

A：根据《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深圳市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集团采购组织的采购与配送相对独立，相关

的第三方配送遴选方案，也要等相关单位制定细则后，公司才能参与配送商

的公开遴选，对公司的影响目前暂难以预测。 

7.Q: 我们 GPO 平台承诺降 30%的价格，是每种药下降 30%呢，还是采购总额除

以采购量下降 30%呢？ 

A:总金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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