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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8-2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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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银行

借款提供 219,884万元担保额度； 

2、公司拟为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6,000

万元担保额度； 

3、公司拟为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8,500 万元担

保额度； 

4、公司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421,085 万元担保额度；以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51,926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其中为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和西藏藏医学院藏

药有限公司的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公司

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聂志阳先生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

联交易均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担保议案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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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34,233.8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

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中药材、中药饮片、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等。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11.55亿元，净资产为14.41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4.77亿元，净利润为 4.55亿元。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3.20％股份。 

2、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聂志阳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包装装璜印刷。产品包括药盒、标签、说明书、不干胶、

宣传品等系列包装产品，对外承接酒盒、宣传单等以及药盒的塑料托盘、

干格等。 

与公司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8,922.28 万元，净资产

为 6,842.3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8,315.50万元，净利润为 765.67万

元。 

3、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银政 

注册资本：3,12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藏药丸剂（蜜丸、水丸、水蜜丸）、散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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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1 月 19 日）、颗粒剂、中药饮片（净制）；进出口

业务；开发、研制藏医药产品、保健产品；销售土特产品、藏香；药材种

植与销售。 

与公司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2,658.55 万元，净资产

为 1,028.2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008.61 万元，净利润为-383.23 万

元。  

4、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56,700万元 

经营范围：产：片剂、糖浆剂、软胶囊剂、合剂（含口服液）、胶囊

剂、滴丸剂、中药饮片（含直接服用饮片、净制、切制）、颗粒剂、原料

药（罗格列酮钠、地氯雷他定）；生产：保健食品(太极牌番茄红素软胶囊、

太极牌金福胶囊)；卫生用品[抗(抑)菌制剂（液体）、10万级净化]生产；

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发用类化妆品生产；药材种植；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从业）；生产：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二类

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等。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379,301.81 万元，净资产为 38,604.9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56,675.81万元，净利润为 6,527.98万元。 

5、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标 

注册资本：49,014.6298万元 



 

4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原料药、加工、中西药制剂，销售化工原料、

包装材料。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303,710.68 万元，净资产为 70,918.3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28,677.67万元，净利润为 10,137.66万元。 

6、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宏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中成药、中药材、抗生素、中药饮片、生化药品、

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诊断药品、健身器材、保健食品、饮料、日化用

品、日用百货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136,220.38 万元，净资产为 29,757.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90,001.85万元，净利润为 1,390.74万元。  

7、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敏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西、成药、中药饮片、毒性饮片的生产、销售等。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30,858.97万元，净资产为 12,941.0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6,535.98

万元，净利润为 3,025.84万元。  

8、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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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钟浩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该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以及中药材、

滋补药品、康复保健品等中西成药产品的销售业务，设计、制作、发布路

牌、灯箱广告。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450,926.63 万元，净资产为 47,993.7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45,211.95万元，净利润为 6,353.42万元。 

9、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医药批发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芳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

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剂（除疫苗）、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中药毒性药品、药用辅料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69,694.61 万元，净资产为 9,328.3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68,254.74万元，净利润为 621.05万元。 

10、太极集团.四川天诚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珠成  

注册资本：3,612.18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双氯芬酸钾原料药、凝胶剂、颗粒剂、片剂、

糖浆剂(含中药前处理提取)、口服溶液剂、软膏剂(含激素类)、乳膏剂(含

激素类)、混悬剂、丸剂、擦剂、酊剂、口服液、合剂、流浸膏剂、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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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营养补剂、保健食品(含营养补剂);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30,474.19 万元，净资产为 6,955.6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6,258.73万元，净利润为 1,620.53万元。 

11、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小兰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18,916.22 万元，净资产为 1,576.0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8,977.91万元，净利润 597万元。 

12、太极集团甘肃天水羲皇阿胶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瑞林 

注册资本：287万元 

经营范围：胶剂（阿胶、鹿角胶）制造与销售；国内外驴皮购销，鹿

角原材料、中药材（国限品种除外）购销、食品加工与销售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52,027.03万元，净资产为-8,516.1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309.06

万元，净利润-1,862.15万元。 

13、重庆市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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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98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中

成药冷藏冷冻药品除外;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兼零售;票据式经营:乙醇、2.5-二氯苯酚(以上经营范围按许

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销售:办公用品、健身器材、日用化学品、

百货(不含农膜)、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加工、销售农副产品(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

人力装卸**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13,705.93 万元，净资产为 5,240.0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0,013.27万元，净利润为 724.77万元。 

14、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炜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司总资

产为 9,096.21万元，净资产为-461.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7,820.05

万元，净利润为 881.15万元。 

15、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涛 

注册资本：8,500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医疗器械；药品经营；保健食品经营；零售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8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零售：医疗器械Ⅰ类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30,790.42 万元，净资产为 4,154.6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8,462.48万元，净利润 772.07万元。 

16、太极集团重庆市永川区中药材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森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

药品、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生物制品（除疫苗）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7,446.89万元，净资产为 331.7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2,391.8

万元，净利润 77.10万元。 

17、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黎明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丸剂（浓缩丸、水丸、水蜜丸、大蜜丸、小蜜丸）、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剂；中药提取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21,432.09 万元，净资产为 7,606.5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2,188.61万元，净利润为 2,438.76万元。 

18、绵阳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雄 

注册资本：660万元 

经营范围：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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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制品）、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产

品、玻璃仪器的销售、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展览展示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8,764.74万元，净资产为 5,712.5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103.53

万元，净利润为 674.66万元。 

19、四川天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雄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中药材、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医疗保健品、化学试剂销售,

中药饮片加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资质证后方可经营)医用玻璃仪器、

医用卫生材料、百货、农副产品(不含棉花、蚕茧、烟叶)、建材、保健用

品、健身用品、日化用品销售,仓储、中转,物业管理服务,消毒用品、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市场营销策划、推广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35,862.07 万元，净资产为 7,837.1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3,377.24万元，净利润为 163.97万元。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1、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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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2,689.4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中成药、西药、保健品加工、销售，医疗器械销

售等业务。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1,066,243.55万元，净资产

为 122,781.0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73,452.30万元，净利润为 9，813.35

万元。 

2、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56,7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糖浆剂、软胶囊剂、合剂（含口服液）、胶

囊剂、滴丸剂、中药饮片（含直接服用饮片、净制、切制）、颗粒剂、原

料药（罗格列酮钠、地氯雷他定）；生产：保健食品(太极牌番茄红素软

胶囊、太极牌金福胶囊)；卫生用品[抗(抑)菌制剂（液体）、10万级净化]

生产；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发用类化妆品生产；药材

种植；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从业）；生产：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等。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79,301.81万元，净资产为 38,604.9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为 156,675.81万元，净利润为 6,527.98万元。 

3、重庆西南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7,2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药品、健身器材、日化用品、日用百货、照相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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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冲印；自有房屋门面出租。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36,772.07万元，净资产为 36,558.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634.91

万元，净利润为-485.52万元。 

4、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标 

注册资本：49,014.6298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原料药、加工、中西药制剂，销售化工原料、

包装材料。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303,710.68 万元，净资产为 70,918.3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28,677.67万元，净利润为 10,137.66万元。 

5、四川天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雄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中药材、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医疗保健品、化学试剂销售,

中药饮片加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资质证后方可经营)医用玻璃仪器、

医用卫生材料、百货、农副产品(不含棉花、蚕茧、烟叶)、建材、保健用

品、健身用品、日化用品销售,仓储、中转,物业管理服务,消毒用品、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市场营销策划、推广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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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 35,862.07 万元，净资产为 7,837.1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3,377.24万元，净利润为 163.97万元。 

6、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宏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中成药、中药材、抗生素、中药饮片、生化药品、

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诊断药品、健身器材、保健食品、饮料、日化用

品、日用百货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136,220.38 万元，净资产为 29,757.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90,001.85万元，净利润为 1,390.74万元。 

7、绵阳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雄 

注册资本：660万元 

经营范围：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

物制品）、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产

品、玻璃仪器的销售、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展览展示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8,764.74万元，净资产为 5,712.5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103.53

万元，净利润为 674.66万元。 

8、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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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胡元发 

注册资本：217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片剂（含青霉素类）、颗粒剂、胶囊剂、原料

药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24,596.79 万元，净资产为-600.3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9,379.52万元，净利润为-361.44万元。 

9、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钟浩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该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以及中药材、

滋补药品、康复保健品等中西成药产品的销售业务，设计、制作、发布路

牌、灯箱广告。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450,926.63 万元，净资产为 47,993.7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45,211.95万元，净利润为 6,353.42万元。 

10、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顺江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中医科（内、

儿、肿瘤、老年病科）（仅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销售：Ⅰ类医疗器

械、工艺美术品、通信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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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5,929.44万元，净资产为 1,375.3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879.94

万元，净利润为-112.73万元。 

11、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敏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西、成药、中药饮片、毒性饮片的生产、销售等。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30,858.97万元，净资产为 12,941.0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6,535.98

万元，净利润为 3,025.84万元。  

12、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涛 

注册资本：8,500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医疗器械；药品经营；保健食品经营；零售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零售：医疗器械Ⅰ类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30,790.42 万元，净资产为 4,154.6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8,462.48万元，净利润 772.07万元。 

13、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黎明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丸剂（浓缩丸、水丸、水蜜丸、大蜜丸、小蜜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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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剂；中药提取等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21,432.09 万元，净资产为 7,606.5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2,188.61万元，净利润为 2,438.76万元。 

四、担保主要内容 

（一）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继续为太极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银行借款提供如下担保，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为止。 

序

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预计担保

额度(万

元) 

被担保单位

与公司关系 

1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 
159,665 控股股东 

2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 
13,350 控股股东 

3 
重庆西南药业销售

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 控股股东 

4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 
13,159 控股股东 

5 
四川天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 
3,710 控股股东 

6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 
20,000 控股股东 

小计 219,884 
 

7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太极

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 

6,000 

同受太极集

团有限公司

控制 

8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藏医学院藏

药有限公司 
8,500 

同受太极集

团有限公司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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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其他控股子

公司银行借款提供如下担保，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为止。 

序

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预计担保

额度（万

元） 

被担保单位

与公司关系 

1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 
90,000 控股子公司 

2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172,985 控股子公司 

3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32,500 控股子公司 

4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限公司 
6,000 控股子公司 

5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58,700 控股子公司 

6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

阁医药批发有限公

司 

16,000 控股子公司 

7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天诚

制药有限公司 
2,200 控股子公司 

8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医药有限公司 
3,000 控股子公司 

9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甘肃天水

羲皇阿胶有限公司 
10,000 控股子公司 

10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医药保健品

进出口有限公司 
20,700 控股子公司 

11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太极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 
2,000 控股子公司 

12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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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庆太极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市永

川区中药材有限公

司 

2,000 控股子公司 

小计 421,085  

14 

绵阳太极大药房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4,200 控股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限公司 

15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市医药保健品

进出口有限公司 
4,000 控股子公司 

16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 
662 控股子公司 

17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 
2,000 控股子公司 

18 
重庆西部医药商城

有限责任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 
6,764 控股子公司 

19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

制药厂有限公司 
4,000 控股子公司 

20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天诚

制药有限公司 
1,500 控股子公司 

21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2,800 控股子公司 

22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700 控股子公司 

23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中药

二厂有限公司 
5,000 控股子公司 

24 
太极集团重庆中药

二厂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6,000 控股子公司 

25 
四川天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绵阳太极大药房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1,100 控股子公司 

26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3,000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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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四川天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限公司 
2,000 控股子公司 

28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天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3,000 控股子公司 

29 
绵阳太极大药房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西部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1,200 控股子公司 

30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 
3,500 控股子公司 

31 
绵阳太极大药房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天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500 控股子公司 

小计 51,926 
 

五、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311,070.34万元，其中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178,098.80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45.05%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保为 132,971.54 万

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108.30%。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借

款提供了 271,611.89 万元的担保。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不存在风险。 

公司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均是公司核心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为其担保不存在风险。 

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以及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

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我们认为：公司的对外担保为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

持续担保，存在的风险较小。我们已提醒公司，加强对外担保管理，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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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对外担保制度，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制和

化解现存的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规范担保行

为，加强信息公开披露，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