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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649        证券简称：大佛药业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一发展有

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大道同

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

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卜国修 

设立日期 2020年 9月 24日 

注册资本 3,600.68万元 

住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

市钱塘区白杨街道 2号大街 519 号 2

幢 21 层 2101-2106室 

邮编 310018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业 

主要业务 
药品研发、自主持证、委托生产、

自主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MA2J1N794B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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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卜国修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公司名称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平 

设立日期 1994年 5月 9日 

注册资本 43105.3891万元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南湖周家湾 100

号 

邮编 430064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业 

主要业务 
药品制造、药品流通销售、医院经

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7701670K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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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公司名称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香港企业） 

设立日期 1993年 6月 23日 

注册资本 13,800,000港元 

住所 
香港九龙尖沙咀东科学馆道 9 号新

东海中心 4 楼 411 室 

邮编 无 

所属行业 投资 

主要业务 投资医药行业及医药批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香港企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恒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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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公司名称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征宇 

设立日期 1993年 7月 16日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1002号宝安

广场 A座 28层 2803房 

邮编 518020 

所属行业 批发业 

主要业务 

科技项目投资及开发；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五金矿产品，机电产

品，土特产品的购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20568546H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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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公司名称 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仁初 

设立日期 2004年 8月 23日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华

南城宝安粮食交易中心 5A101 

邮编 518111 

所属行业 道路货物运输 

主要业务 仓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6357441E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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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二）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深圳市大道同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孟博 

设立日期 2015年 6月 29日 

实缴出资 1354.5万元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红岭中路

1010 号国际信托大厦 2008室 

邮编 518001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股权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9164571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公告编号：2022-030 

7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

大股东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29.27%的股份）；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马应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0.87%的股份；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恒丰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华一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国发

建富实业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且为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资产关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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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兼总经理钟征宇担任国发建富实业有

限公司的董事； 

公司董事宋志奇担任马应龙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深圳市大道同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孟博、殷丹和丘

峰分别为公司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和

财务负责人。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权

益 0股，占

比 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合计拥有权

益

68,323,119

直接持股 68,323,119 股，占比 99.741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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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

后） 

股，占比

99.741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8,323,119股，占比

99.7417%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

写） 

有 

2022年 12月 12日，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收购公众公司

68,323,119股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

人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

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

大道同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权

益

68,323,119

股，占比

99.7417% 

直接持股 68,323,119 股，占比 99.741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323,119股，占比

99.741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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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后） 

合计拥有权

益 0股，占

比 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

写） 

有 

2022年 11月 30日深圳市大道同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将公司

持有的大佛药业全部股份进行转让； 

2022年 12月 6日华一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董事

会，通过转让大佛药业股份（占比

29.1825%）的决议； 

2022年 12月 6日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召开董事会，通过转让大佛药业股份（占比

18.0131%）的决议； 

2022年 12月 6日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司召开

董事会，通过转让大佛药业股份（占比

6.5693%）的决议； 

2022年 12月 13日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转让大佛药业股份（占

比 33.0511%）的决议。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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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

购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8,323,119 股股份（占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股本的 99.7417%） 

 

（二）权益变动目的 

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出于对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长远发展

的认可，拟收购其控制权。拟通过本次交易收购大佛药业，拓展医药生产领域，

在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工艺技术等方面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将有望把握行业

发展战略机遇，进一步拓宽业务领域，为公众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打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增强大佛药业的持续经营能力、长期发展潜力及综合竞争力，改善

大佛药业财务状况，进而提升大佛药业股份价值和股东回报。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马应龙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一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国发

建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大道同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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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12 月 13 日，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华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大道同行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收购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8,323,119 股股份（占深

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99.7417%）。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发生变动，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份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云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国发建富实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大道同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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