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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8-89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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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受让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易科技）

持有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药公司）26%

的股权、受让重庆太极香樟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樟树公司）持有藏药公司 20%的股权；受让太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极有限）持有藏药公司 5%的股权。受

让价格以藏药公司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为准，受让金额分别

为 605.80 万元、466.00 万元和 116.50 万元，上述受让总金

额为 1,188.30 万元。受让后，公司持有藏药公司 51%的股

权，为藏药公司控股股东。 

上述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拓宽公司产品线，丰富产品结构，避免同业竞争和减

少关联交易，公司拟受让大易科技持有藏药公司 26%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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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受让金额为 605.80 万元；受让香樟树公司持有藏药公

司 20%的股权，受让金额为 466.00 万元；受让太极有限持

有藏药公司 5%的股权，受让金额为 116.50 万元。本次受让

价格以藏药公司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 0.7468 元/股为准，受

让后，公司持有藏药公司 51%的股权，为藏药公司控股股东。 

2、大易科技和香樟树公司与公司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西

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就该关

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张戎梅女士、陈

飞女士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志颖 

注册资本：9,100 万元 

主要股东：自然人股东 

主营业务：中、西药新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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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化妆品、保健用品；旅游开发。 

住所：重庆市涪陵百花路 8 号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78,334.84

万元，净资产为 17,556.1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2,516.90

万元，净利润为 746.59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2、重庆太极香樟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况围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1 号 2 幢第 1 层。  

主要股东：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承揽园林绿化工程(凭资质证书执业)；苗木、

花卉、草坪的培育、管理及销售(不含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038 万

元，净资产为-56.8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343.29 万元，

净利润为-22.47 万元。 

关联关系：与公司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3、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34,233.8 万元。 

股东：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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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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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1 号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201,055.25

万元，净资产为 120,272.28 万元，营业收入为 979,893.19

万元，净利润为 517.37 万元。 

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标的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藏医学院藏药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银政   

4、注册资本：3120 万元 

5、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13 号 

6、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藏药丸剂（蜜丸、水丸、水

蜜丸）、散剂（许可证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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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7、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4,787.69

万元，净资产为 606.8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031.25 万

元，净利润为-204.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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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并出具藏药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2018]616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藏药公司总资产为

15,567.27 万元，负债为 13,257.07 万元，净资产（所有者

权益）为 2,310.19 万元，净利润为-251.90 万元。鉴于藏药

公司于 2016 年开始在新厂区开始生产，新厂区完工时间较

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仅仅是从公司拥有资产状态出发

考虑，而收益法更能从公司整体获利能力考虑。经分析藏药

公司的经营状况，对藏药公司处于发展的阶段，并且具有一

定的市场潜力，最终取收益法的结果作为评估值。即藏药公

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2,330.00 万

元。 

8、藏药公司拥有治疗肝、胆、肺、肾、胃、心脑血管、

风湿、妇科等多种疾病的国药准字号藏药产品 25 个，医院

制剂类产品约百种。其中“二十五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珊瑚

丸”等产品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巴桑母酥油丸”等产品获

“西藏自治区名优产品”称号。藏药公司的“彩轮”商标被认定为

西藏自治区著名商标。 

藏药公司依托西藏藏医学院在科技、人才方面的优势，

在藏医学院多位藏药专家的指导下，按照藏医药学理论，根

据藏医药经典配方，取雪域高原天然、正宗、上乘的原材料

进行藏药生产。 

9、本次受让资金为公司自筹，公司受让后藏药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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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受让前

出资额 

受让前

出资比

例（%） 

受让后出

资额 

受让后

出资比

例(%) 

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0 1591.2 51 

2 
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811.2 26 0 0 

3 
重庆太极香樟树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 
624 20 0 0 

4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56 5 0 0 

5 西藏藏医学院 1248 40 1248 40 

6 
西藏盛宇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280.8 9 280.8 9 

合计 3120 100 3120 100 

四、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分别与大易科技、香樟树公司和太极有限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中甲方统

称转让方大易科技、香樟树公司和太极有限；乙方指受让方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将所持有藏药公司 5%的股

权（认缴注册资本 156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56 万元）以

116.5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公司同意按此价格和

条件购买该股权。 

2、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将所持有藏药公司

26%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811.2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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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 605.8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公司同意

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 

3、重庆太极香樟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同意将所持有藏

药公司 2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24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624 万元）以 466.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公司

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 

 4、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藏药公司的

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

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并且在上述股

权转让交割完成之前，甲方将不以转让、赠与、抵押、质押

等任何影响乙方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公司不存在转让方

未向受让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债务、诉讼、索赔和责

任。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5、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公司的其他股东已

放弃优先购买权。 

6、公司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待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完成后，公司即获得该股权，并按《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来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五、对公司影响及风险分析 

公司受让藏药公司的股权，有利于拓宽公司产品线，丰

富产品结构，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增加公司投资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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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