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重庆中药材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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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协议方式受让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极有限）持有重庆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药材公司）100％的股权,受让金额为 2,438.60万元。受让完成后，太

极有限不再持有中药材公司股权，公司将持有中药材公司 100%股权。 

2、太极有限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股权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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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相同

类别的关联交易，也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4、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以协议方式受让控股股东太极有限持有中药材公司

100％的股权，受让金额为 2,438.60万元。受让完成后，太极有限不再

持有中药材公司股权，公司将持有中药材公司 100%股权。 

（二）公司在 2016 年定增期间，为解决同业竞争，太极有限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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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将中药材公司转让给公司，并于 2016年 8月与公司子公司重庆桐君

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托管协议》，在股权未转让完成前，太极有限将

中药材公司托管给公司，公司根据托管协议收取托管费。本次股权转让

将彻底解决公司定增时关于同业竞争的专项承诺，同时有利于拓宽公司

产业链，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2023年 1月 16日，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关联董事李阳春先生、俞敏先生、程学仁先生、杨秉华先生、王刊先生、

赵东吉先生、孟庆鑫先生在表决时就该事项进行了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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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股权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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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5%，故本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太极有限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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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660.16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1号 

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208507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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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中药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 66.6666%；重庆市

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股权比例为 33.3334%；重庆市涪

https://www.qcc.com/firm/d62324c6ccf30e6998a419314beb4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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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 17.4170%。 

公司与太极有限除日常经营业务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中药材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付昌奎 

注册资本：1,089.08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1号 

成立日期：1982年 2月 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202804218F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麻醉药品（罂粟壳),医疗用毒

性药品（中药毒性药品）；预包装食品批发等。一般项目：销售：初级

农产品。 

主营业务：该公司主营中药材、中药饮片，是重庆地区获得国家批

准的麻醉药品（罂粟壳）经营单位，具有毒性中药材、野生动物和食品

经营资格，具有甘草、麻黄草专营资质。 

股东构成：太极有限出资 1,089.0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中药材公司总资产为 17,829万元，净资

产为 1,964 万元，营业收入为 20,311万元，净利润为 279万元（未经

审计） 

2、标的资产权属状况：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资产评估情况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中药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

https://www.qcc.com/firm/d62324c6ccf30e6998a419314beb4736.html
https://www.qcc.com/pl/p45ba94cf56146d2776ba365cd9b02f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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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重庆中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重康

评报字(2022)第 136号)。 

1、评估方法的选用：本次评估目的系为太极集团拟转让其持有的

中药材公司股权，提供所涉及的中药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参考。中药材公司主营业务为中药批发，近期无行业和资产

结构及规模等均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交易案例、或交易案例无法量化的价

格差异因素较多，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由于中药材公司近年收益稳定，未来收益可合理预测，取得预期收

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预测并可以量化，故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中药材公司有较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

产的再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

行市价存在着内在联系和替代性，故本次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 

根据本报告的评估目的，中药材公司自身的特点，分析评估方法的

适用性后，对中药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

行评估。 

2、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年 12月 31日，中药材公司经审计的的资产

总额 8,268.42 万元、负债总额 6,450.51 万元、净资产 1,817.91 万

元。 

经本次评估，资产账面价值 8,268.42 万元，评估价值 8,665.53

万元，评估增值 397.11万元，增值率 4.80%。负债账面价值 6,450.51

万元，评估价值 6,226.93万元，评估增值-223.58万元，增值率-3.47%。

净资产账面价值 1,817.91 万元，评估价值 2,438.60 万元，评估增值 

620.69万元，增值率 34.14%。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1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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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6,817.47    6,826.04 8.57 0.13 

2 非流动资产 1,450.95    1,839.48 388.53 26.78 

3 长期股权投资 993.95   1,351.47 357.52  35.97 

4 投资性房地产 279.62   316.80  37.18 13.3 

5 固定资产 110.96  104.79  -6.17  -5.56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42    66.42 0.00 0.00 

7 资产总计 8,268.42  8,665.53  397.11  4.80 

8 流动负债 6,281.62   6,226.93 -54.69  -0.87 

9 非流动负债 168.89  0.00  -168.89  -100.00 

10 负债合计 6,450.51   6,226.93 -223.58  -3.47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817.91  2,438.60  620.69  34.14 

本次评估，评估增值 620.69 万元，增值率 34.14%，主要增减值

包括长期股权投资 及递延所得税负债，评估增减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a、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药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目账面值 

993.95 万元，评估值资的评估值。由于部分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

限责任公司近年来经营较好，产生经营积累导致净资产增加，中药材

公司按持股比例确定的评估值较账面值高，从而产生评估增值。 

b、递延所得税负债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药材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账面值 

168.89 万元，评估值 0.00 万元，评估减值 168.89 万元从而导致净

资产评估增值 168.89 万元。评估增值原因:中药材公司递延所得税

负债反映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不一致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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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本次评估分别对现时状态下的固定资产、长期股

权投资进行评估，未考虑该等资产用于本次评估目的可能承担的费用

和税项，也未对部分资产的评估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考虑，故本次将递

延所得税负债评估为 0.00 万元。 

(2)收益法 

收益法，是从收益的角度出发，将中药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根

据其历史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规划，预测未来一定年限的净收益情

况，将各年预测的净收益按特定的折现系数折现并相加，求得全部股

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经评估人员评定估算，中药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

评估的结果为 1,900.00 万元。 

(3)评估结论的分析与确定 

此次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 2,438.60 万元，收益法的评

估结论为 1,900.00万元，两种方法相差 538.60 万元。 

评估分析认为：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结论，反映为企业各

单项资产价值累加并扣除负债后的净额，各项资产的价值为评估基准

日在公开市场上重新取得的成本价值，在市场上较易得到验证，未来

不确定因素较少，评估结论比较容易被交易双方所接受。采用收益法

得出的评估结论为企业未来预期净收益的折现价值，虽比较接近企业

实际和潜在的盈利能力情况，但评估结论受未来经济环境、管理者经

营能力等多种变动因素的综合影响存在不可控制风险，且评估结果受

预测技术的固有瑕疵及评估师专业判断的影响而存在误差。未来能否

预计经营数据实现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使得收益法评估结果的不确

定性风险较大。 

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相比，收益法评估结论的不确定性较

大。因此，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比较符

合评估对象的特征并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故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

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较为合适。 

本报告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得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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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中药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2438.60 万元。 

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权溢价或折价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二）交易作价的确定及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价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作价原则商定，以评估价为基

准。经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2,438.60 万元为中药材公司全

部股权价值基准，确定本公司受让中药材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2,438.60万元。  

（三）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股权受让

所需资金。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股权转让

协议，以资各方共同遵守。 

甲方（转让方）：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权的转让 

1.甲方将其持有的该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  

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38.60万元； 

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

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享受相应的

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6.甲方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

供必要协作与配合。  

第二条  转让款的支付 

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30天内，乙方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 2438.60

万元。 

第三条  违约责任 

1.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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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

的损失。 

2.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 2016 年定增期间，为解决同业竞争，太极有限已承诺将

中药材公司转让给公司，并于 2016 年 8 月与公司子公司重庆桐君阁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托管协议》，在股权未转让完成前，太极有限将

中药材公司托管给公司，公司根据托管协议收取托管费。 

本次股权转让将彻底解决公司定增时关于同业竞争的专项承诺，

同时有利于拓宽公司产业链，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 1月 16日，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关联董

事李阳春先生、程学仁先生、俞敏先生、杨秉华先生、王刊先生、赵东

吉先生、孟庆鑫先生在表决时对该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

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

司拟以协议方式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太极有限持有中药材公司 100%的股

权，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公允合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是落实

承诺、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的举措，同时有利于

进一步发挥产业协同效应，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无

不利影响，同意该事项提交董事会。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太极有限除日常关联交易

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风险提示 

本次受让股权后，标的公司主要经营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未来可能

面临宏观环境、产业政策、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经营不达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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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重庆中药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太极集

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重庆中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

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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