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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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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万元担保额度； 

2、公司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560,055 万元担保额度；以及

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25,426万元的担保额度。 

3、有无反担保：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提

供了反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4、有无逾期担保：无。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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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公司

关联董事李阳春先生、张铭芮女士进行了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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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阳春； 

注册资本：107,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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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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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533,057.39 万元，

净资产为 195,672.31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83,420.44 万元，净利

润为 -34,081.21 万元。 

与公司关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7.62%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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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国；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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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362,930.01 万元，净资产为 52,809.3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4,507.61 万元，净利润为-16,337.94 万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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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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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391,801.16 万元，净资产为 103,722.96 万元，营业收入为 

342,596.58万元，净利润为 242.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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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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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

总资产为 116,880.55 万元，净资产为 26,009.76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2,398.61万元，净利润为-1,465.09万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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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44,470.08 万元，净资产为 24,333.20 万元，营业收入为 

41,990.24 万元，净利润为 3,894.59 万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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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517,543.17 万元，净资产为 70,265.44 万元，营业收入为 

696,009.34 万元，净利润为 7,769.29万元。 

7、太极集团.四川天诚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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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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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0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32,617.52万元，净资产为-423.60 万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36,412.09 万元，净利润为 172.59 万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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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24,238.19 万元，净资产为 4,679.70万元，营业收入为 

29,335.52 万元，净利润 379.91 万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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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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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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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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11,559.02 万元，净资产为 6,198.45 万元，营业收入为  

36,049.52 万元，净利润为 123.73 万元。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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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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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61,550.78 万元，净资产为 14,858.96 万元，营业收入

为 82,722.60 万元，净利润为 -808.05 万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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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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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39,456.43 万元，净资产为 2,266.77万元，营业收入为 

46,013.21 万元，净利润-326.54万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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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 

https://www.qcc.com/pl/p5a34a853fec71d61258f66d47c261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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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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11,964.39 万元，净资产为 1,161.67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494.64 万元，净利润-363.41 万元。 

13、海南太极海洋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学军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含海洋药物）研究和生产销售、药材种植。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15,065.29 万元，净资产为 3,065.15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 -88.91 万元。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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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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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13,637.72 万元，净资产为-1,757.25 万元，营业收入为 

3,399.49 万元，净利润为-1,026.00 万元。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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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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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34,349.60 万元，净资产为 16,506.42 万元，营业收入为  

29,401.38 万元，净利润为 2,945.12 万元。 

16、重庆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真渝 

注册资本：3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烫制、制

炭、蒸制、酒炙、醋炙、盐炙、姜汁炙、蜜炙、油炙)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4,149.85 万元，净资产为-1,192.45 万元，营业收入为 

4,312.26 万元，净利润为-425.20万元。 

17、太极集团四川南充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颗粒剂、酊剂（含中药前处理提取）、糖

浆剂、合剂（口服液）、酒剂、中药材种植及销售、消毒产品的生产

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9,214.91 万元，净资

产为 4,360.16 万元，营业收入为 9,546.49 万元，净利润为 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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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春 

注册资本：55689.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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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pl/p778193f2247500a95cc7b0e11ce9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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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448,590.77 万元，

净资产为 316,495.85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20,780.37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06.71万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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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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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391,801.16 万元，净资产为 103,722.96，营业收入为 

342,596.58万元，净利润为 242.48 万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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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116,880.55 万元，净资产为 26,009.76 万元，营业收入

为  122,398.61 万元，净利润为-1,465.09万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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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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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517,543.17 万元，净资产为 70,265.44 万元，营业收入为 

696,009.34 万元，净利润为 7,769.29万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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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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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5,789.21 万元，净资产为 506.46 万元，营业收入为 

4,325.75 万元，净利润为-181.98万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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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44,470.08 万元，净资产为 24,333.20 万元，营业收入为 

41,990.24 万元，净利润为 3,894.59 万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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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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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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29,922.58 万元，净资产为 12,976.85 万元，营业收入为

17,920.78 万元，净利润为 2,310.24 万元。 

四、担保主要内容 

（一）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控股股东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150,000 万元担保额度。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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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为关联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具体担保事项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2、为保证公司利益，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

协议》，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协议中甲方指本公司；乙方指太

极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乙方及其关联方已为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210,000

万元提供了担保，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拟为乙方及其关联方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期间的银行借款 150,000 万元提供

担保。为保障甲方及控股子公司追偿债权的实现，乙方同意向甲方提

供反担保。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上述反担保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订立本协议。  

（1）反担保范围 

a、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据为乙方（及其关联方）上述银

行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代乙方（及其关联方）清偿约定的全部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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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罚息等）

后形成的对乙方（及其关联方）的全部债权。 

b、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2）反担保方式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自愿向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反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 3年。 

（3）债务履行期限 

乙方应于甲方（及其控制子公司）根据上述贷款担保合同约定履

行担保责任后 30 日内向甲方偿还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履行上

述保证义务所付出之全部款项。 

（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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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在担保总额度范围内，担保主体和被担保人根据

实际借款需要可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适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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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40 控股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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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 控股子公司 

3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8,865 控股子公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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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控股子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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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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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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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00 控股子公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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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 控股子公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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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 控股子公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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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 控股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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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0 控股子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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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太极海洋药业有限公司 22,000 控股子公司 

13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南充制药有限

公司 
4,000 控股子公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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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控股子公司 

1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

限公司 
7,000 控股子公司 

16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 500 控股子公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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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控股子公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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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控股子公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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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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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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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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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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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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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控股子公司 

小计 585,481  

五、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509，079.30万元，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307,729.31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的 95%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担保为

201,349.99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62%。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提供 150,000 万元的担保,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已为公司上述担保提供

了反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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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以及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之间进

行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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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和《证券法》规范担保行为，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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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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