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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0-086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重庆长圣医药 

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与天圣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制药”）签订《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重药股份以 5,955 万元购买天圣制药所持重庆

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51%股权（不含重庆天圣药业有限

公司位于万州区天子路 214 号的建筑面积 330 ㎡的办公楼，下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圣医药将成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1、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本次交易评估报告备案/审核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

审批； 

2、商务部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的批准； 

3、天圣制药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天圣制药，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圣制药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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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1,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爽 

成立日期 2001 年 10 月 16日 

住所 重庆市朝阳工业园区（垫江桂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3397948XL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生产、销售（仅限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片剂、硬胶

囊剂、颗粒剂、散剂、大容量注射剂、茶剂、溶液剂、酊剂、醑

剂、药用辅料（甘油、白凡士林、黄凡士林、液体石蜡）、原料

药（盐酸小檗碱和罗通定）、软膏剂、乳膏剂、糊剂、栓剂、凝

胶剂、消毒剂、卫生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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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

饮片、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普通货运。（以上经

营范围按相关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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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中药材种植，物流咨询服

务，货物进出口，药品研发与技术服务，中药材初加工（仅限挑

选、整理、捆扎、清洗、晾晒），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天圣制药总股本为 31,800 万股，前十大股东及持

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股） 

持股比例 

1 刘群 10,459.05 32.89% 

2 重庆渝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379.23 4.34% 

3 金照生 793.82 2.5% 

4 夏重阳 385 1.21% 

5 李红英 332.53 1.05% 

6 周凤英 310.16 0.98% 

7 刘维 244.26 0.77% 

8 陈晓东 207.98 0.65% 

9 叶冠军 180.52 0.57% 

10 王奕琳 167.23 0.53% 

前十大股东合计 14,459.78 45.49% 

天圣制药实际控制人为刘群。 



3 
 

（二）上述交易对方天圣制药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务人员等方面

无其它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方天圣制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维 

成立日期 2007 年 09 月 29日 

住所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支路 10 号 4-6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6664303309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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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Ⅲ类医疗器械，食品经

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一类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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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批发：Ⅱ类医疗器械；销售包

装材料、消毒剂、日化用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Ⅰ类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及用具（不含需审批或

禁止的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纸制品、包装制品；收购地产中药

材（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中药材种植（不含麻醉药品原植物

的种植）；药物研发；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医药技术

咨询与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长圣医药股权结构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经查询，长圣医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二）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股份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60 万元 100% 

长圣医药实际控制人为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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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重药控股会计政策对长圣

医药进行审计，编制模拟合并报表，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京永专字（2020）

第 310368 号。 

1、模拟合并报表编制原因 

2020 年 2 月 12 日，重药股份与天圣制药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以

下简称“《意向协议》”）。根据《意向协议》，天圣制药拟出售旗下整合后的

医药商业板块资产，重药股份收购天圣制药部分整合后医药商业公司股权。 

2、医药商业板块资产重组过程 

截止 2020 年 4 月 30 日，天圣制药基本完成医药商业板块资产整合工作，即

以长圣医药作为交易标的公司，将其它纳入本次拟交易的医药商业公司股权转让

至长圣医药名下，同时对长圣医药持有的未纳入本次交易的医药商业公司进行剥

离和注销。本次长圣医药模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是否纳

入合并 
原与公司关系 取得方式 

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100% 是 子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天泰医药有限公司 100% 是 子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天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 是 子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威普药业有限公司 85% 是 子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长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是 同一母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50% 是 同一母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天圣制药集团重庆市合川区

药业有限公司 
100% 是 同一母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大美药业有限公司 100% 是 同一母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模拟吸

收合并取得 

重庆世昌医药有限公司 51% 是 同一母公司 从同一控制方处取得 

重庆多健药业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重庆柒玖壹大药房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重庆大广药业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注销 

四川天圣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重庆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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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是否纳

入合并 
原与公司关系 取得方式 

重庆广阳医药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注销 

重庆急急送物流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重庆港龙中药材开发有限公

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重庆市壁山区天圣药品销售

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股权转出 

重庆天遥药业有限公司 100% 否 子公司 注销 

注：重庆大美药业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7月 31 日注销。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长圣医

药模拟合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20/4/30 

资产总额 127,563.65   92,445.86   

负债总额 115,316.95  83,609.60  

所有者权益 12,246.70  8,836.2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817.87  4,797.06  

营业收入 122,868.58  29,913.12  

营业成本 112,032.24  25,477.40  

净利润 -5,163.81  -3,410.4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250.07  -3,128.93  

（四）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1、设立 

2007 年 9 月 29 日，重庆天圣制药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及其制剂，

生化药品，中成药等。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重庆

市南坪金山支路 10 号。 

根据重庆金汇会计师事务所垫江分所出具的渝金汇垫验[2007]06 号《验资报

告》，经审验，截至 2007 年 9 月 28 日，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股东重庆天圣制

药有限公司已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足额缴纳出资，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100

万元注册资本金已经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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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100.00 100.00 货币 100% 

2、第一次增资 

2007年10月25日，天圣制药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增加长圣医药出资额 4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后，长圣医药新增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注册资本总额增至 500.00 万元。 

根据 2007年 10月25日重庆万隆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方会验字[2007]

第 16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7 年 10 月 25 日止，长圣医药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500.00 500.00 货币 100% 

3、第二次增资 

2009 年 12 月 7 日，天圣制药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增加长圣医药出资额

1,5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后，长圣医药新增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注册资本总额增至 2,000.00 万元。 

根据 2009 年 12 月 4 日重庆万隆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方会验字[2009]

第 132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12 月 3 日止，长圣医药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2,000.00 2,000.00 货币 100% 

4、第三次增资 

2009 年 12 月 10 日，长圣医药申请变更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3,500 万元。 

根据 2009年 12月11日重庆万隆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方会验字[2009]

第 13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12 月 10 日止，长圣医药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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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3,500.00 3,500.00 货币 100% 

5、第四次增资 

2009 年 12 月 18 日，天圣制药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增加长圣医药出资额

1,52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后，长圣医药新增注册资本

1,520.00 万元，注册资本总额增至 5,020.00 万元。 

根据 2009年 12月17日重庆万隆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方会验字[2009]

第 140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12 月 17 日止，长圣医药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52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5,020.00 5,020.00 货币 100% 

6、第五次增资 

2016 年 1 月 27 日，天圣制药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以货币方式认缴长圣医药

注册资本 4,990.00 万元，长圣医药注册资本总额增至 10,01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10,010.00 10,010.00 货币 100% 

7、吸收合并大美药业 

2020 年 7 月，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完成了对天圣制药全资子公司重庆大

美药业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长圣医药注册资本增加至 10,060.00

万元。 

本次合并后，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天圣制药 10,060.00 10,060.00 货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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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以下简称“华康评

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重康评报字（2020）第 36 号】，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3,404.21 万元，负债总额 81,698.05 万元，净资产 11,706.16

万元，评估减值 2,876.32 万元，减值率 19.72%。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4 月 30 日 

被评估单位：长圣医药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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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47.16 60,719.27 572.11 0.95 

2 非流动资产 36,136.51 32,684.94 -3,451.57 -9.55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2,806.69 28,339.11 -4,467.58 -13.62 

4 固定资产 1,295.73 2,184.69 888.96 68.61 

5 无形资产 122.25 590.91 468.66 383.36 

6 长期待摊费用 422.41 0.00 -422.41 -100.00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9.42 1,570.23 80.81 5.43 

8 资产总计 96,283.67 93,404.21 -2,879.46 -2.99 

9 流动负债 81,701.19 81,698.05 -3.14 0.00 

10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11 负债合计 81,701.19 81,698.05 -3.14 0.00 

1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582.48 11,706.16 -2,876.32 -19.72 

注：本资产评估报告尚需按照相关要求完成评估备案/审核程序。 

（六）其他情况说明 

1、担保事项 

天圣制药为长圣医药提供的担保，拟在本次交易后，由重药股份以担保转移

或提供反担保等方式承接；天圣制药为长圣医药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拟在本

次交易后，由长圣医药以担保转移或提供反担保等方式承接。 

待合同生效条件全部达成后，具体借款、担保、反担保事项尚需双方履行必

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并按照要求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2、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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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审计期间，长圣医药与天圣制药或其关联方之间存在按协商定价方式发

生药品买卖及固定资产买卖、物流服务等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后，长圣医药成为

重药股份控股企业、天圣制药联营企业，未来长圣医药与天圣制药之间的交易将

构成关联交易，重药股份、天圣制药均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

事规则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并按照要求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甲方：天圣制药 

合同乙方：重药股份 

合同丙方：长圣医药 

合同签署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甲方持有的丙方 51%股权（不含重庆天圣药业有限公

司位于万州区天子路 214 号的建筑面积 330 ㎡的办公楼），截至合同签订之日，

丙方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圣制药 10,060.00 100.00% 

合计 10,060.00 100.00% 

本次纳入交易范围的丙方及其子公司（以下合称“目标公司”）权益占比及

实缴注册资本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认缴注册

资本 

实缴注册

资本 

公司

层级 

持股 

比例 

1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2007-9-29 10,060.00 10,060.00 1 100% 

2 重庆天泰医药有限公司 2003-10-2 200.00 200.00 2 100% 

3 重庆天通医药有限公司 1998-09-10 120.00 120.00 2 100% 

4 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2009-09-15 1,786.00 1,786.00 2 100% 

5 重庆威普药业有限公司 2000-11-28 1,000.00 1,000.00 2 85% 

6 
天圣制药集团重庆市合川

区药业有限公司 
2014-10-27 5,000.00 5,000.00 2 100% 

7 重庆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2000-09-13 2,200.00 2,200.00 2 50% 

https://www.qcc.com/firm_ad07d2077c4286bc2a3a3174197abe06.html
https://www.qcc.com/firm_2edbe9f564fff299800557b7d8c8660b.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686eeeb7f01d200433fe8ad3ea9a65b.html
https://www.qcc.com/firm_996e309cde19de0162e61baafdfaa3a6.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5fb7ef74284933705b4f8a83649803a.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5fb7ef74284933705b4f8a8364980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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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认缴注册

资本 

实缴注册

资本 

公司

层级 

持股 

比例 

1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2007-9-29 10,060.00 10,060.00 1 100% 

2 重庆天泰医药有限公司 2003-10-2 200.00 200.00 2 100% 

3 重庆天通医药有限公司 1998-09-10 120.00 120.00 2 100% 

4 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2009-09-15 1,786.00 1,786.00 2 100% 

5 重庆威普药业有限公司 2000-11-28 1,000.00 1,000.00 2 85% 

6 
天圣制药集团重庆市合川

区药业有限公司 
2014-10-27 5,000.00 5,000.00 2 100% 

8 
重庆长圣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09-5-21 10,100.00 10,100.00 2 100% 

9 重庆世昌医药有限公司 2016-11-17 1,000.00 303.75 2 51% 

（三）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华康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资产评估值为基

础，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丙方 51%股权（不含重庆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位于万州

区天子路 214 号的建筑面积 330 ㎡的办公楼，下同）作价为人民币 5,955 万元（大

写：伍仟玖佰伍拾伍万元整，含税）。 

（四）支付方式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本次交易中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20%股权转让价款。乙方根据交易双方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签署的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已向甲方支付的定金 200 万元，自本合同生效后，自

动转作第一期款的一部分；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且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除定金外的第一期款，即 991 万元

整（大写：玖佰玖拾壹万元整）。 

第二期：在甲方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完成丙方股权变更登记及丙方董监

高改选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 50%股权转让价款，即

2,977.50 万元整（大写：贰仟玖佰柒拾柒万伍仟元整）。 

第三期：在出具正式过渡期《审计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向甲方

指定账户支付 20%股权转让价款，即 1,191 万元整（大写：壹仟壹佰玖拾壹万元

https://www.qcc.com/firm_ad07d2077c4286bc2a3a3174197abe06.html
https://www.qcc.com/firm_2edbe9f564fff299800557b7d8c8660b.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686eeeb7f01d200433fe8ad3ea9a65b.html
https://www.qcc.com/firm_996e309cde19de0162e61baafdfaa3a6.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5fb7ef74284933705b4f8a83649803a.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5fb7ef74284933705b4f8a83649803a.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b663980d8448e02698992607a5f696c.html
https://www.qcc.com/firm_eb663980d8448e02698992607a5f696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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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第四期：在股权交割日后 12 月期满后 10 个工作日以内，由乙方向甲方指定

账户支付 10%股权转让价款，即 595.5 万元整（大写：伍佰玖拾伍万伍仟元整）。 

（五）标的资产的交割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交割具体安排如下： 

1、丙方股权变更登记完成日为股权交割日，各方应于股权交割日开始办理

交接。自股权交割日起，甲方基于持有目标股权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和所承担的股

东义务对应转移至乙方，乙方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相应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 

2、本次交易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在本合同生效且通过审查前各方不得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甲方、丙方承诺，在本次收购事宜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完成甲方持有丙方 51%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 

（六）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具体安排如下：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2020 年 4 月 30 日）至股权交割日当月底为本次交易的

过渡期，本次过渡期间丙方的损益，由甲方享有或承担；过渡期之后的损益，按

股权转让后甲、乙双方的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七）目标公司应付股利的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目标公司应付股利的具体安排如下： 

目标公司对甲方未支付的股利，自股权交割日起 90 日内向甲方支付。如目

标公司资金不足以支付该部分股利时，由乙方向丙方提供资金支持，以确保目标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足额支付给甲方，若逾期未支付的，则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

自逾期之日起按日收取逾期费用，逾期费用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同时，甲方就

乙方向丙方提供资金借款支持，甲方以所持有的丙方股权或其他方式向乙方提供

足额反担保。届时具体借款、反担保事项尚需双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 

（八）债权债务及担保处置 

本次交易不涉及丙方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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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由丙方享有或承担，其现有债权债务关系保持不变。 

《股权转让合同》对债权债务及担保处置作出如下约定： 

在股权交割日，目标公司名下的房地产为甲方或关联方提供的抵押担保，甲

方承诺在股权交割日前完成房地产的解押，不余留任何目标公司为甲方或关联方

的房地产抵押事项存在。 

截至股权交割日，甲方尚有对目标公司的借款担保情况，在甲方配合下，乙

方、丙方承诺，在整体股权交割日后 2 个月内与贷款银行沟通变更乙方为担保人

与贷款银行签署新的担保合同，促成贷款银行与甲方解除担保合同，若因客观原

因不能解除的，甲方承诺继续提供担保直至贷款到期为止，但乙方应在股权交割

日后 2 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合理的反担保措施，并另外签订反担保合同，如乙方未

能与甲方签署该等反担保合同的，乙方和丙方承诺明确目标公司按时偿清到期贷

款本息，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对甲方继续提供担保的相关借款进行展期。 

目标公司为第三方（即非丙方实际控制的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甲方承诺

在股权交割日前完成担保转移，目标公司不余留任何为第三方（即非丙方实际控

制的公司）的担保事项存在。 

目标公司应按原借款协议约定期限（如未约定借款期限的，期限为自股权交

割日后 6 个月）内归还甲方或其关联方未偿还的内部借款（除正常商业业务往来

款外）；若逾期未还，则以应还未还金额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若股权交割日前已

逾期的，则自股权交割日后 1 个月开始计算）起按日收取逾期费用，逾期费用按

每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 

（九）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十）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合同应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2、本合同第十三条和十六条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司公章后生效，其余条款的生效条件还均需满足下述第 3 款的全部约定。 

3、其他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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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依据国资管理规定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的相关要求，完成本次交

易的评估备案及相关审批手续； 

（2）甲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让本合同所涉目标股权的事项。 

本合同第十三条指：保密 

1、各方对于因签署和履行本合同而获得的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各项条款、

有关本合同的谈判及任何商业秘密和经营机密等保密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任何

一方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2、任何一方在下述情形下可披露保密信息，但是应该在信息披露前 5 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对方： 

（1）如该等披露是由于法律的要求或为任何司法程序之目的； 

（2）如该等披露是由于各方的有关监管机构或对其有管辖权的政府机关有

此要求； 

（3）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向合法需要知悉该等信息且为其知道并接受有

关本款限制的专业顾问、律师、审计师或其关联公司披露该等信息，对于上述人

员或机构，披露方应对该等条款的任何违反承担责任； 

（4）就披露事宜所涉及各方均已事先知悉但未获书面同意。 

3.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本条款在两年内仍然有效。 

本合同第十六条指：争议的解决 

1、凡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任何争议，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成，则向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条是独立存在的，本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均不影响本条相

关约定的效力。 

（十一）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合同》对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如下： 

1、若甲方在过渡期内与第三方就该股权收购事宜进行洽谈或终止本次收购，

则按本次目标股权转让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弥补乙

方损失的（以直接经济损失为限），甲方应补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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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办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不履行或不完全履

行本合同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其他方先行违约、乙方自身原因、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审批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除外）。经书面催告仍不履行的，则每延迟一

日，甲方应按照乙方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

还未实际支付第一期前违约的，则每延迟一日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

方支付逾期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应补足赔偿。逾期超过

15 个工作日仍未能履行的，在不免除上述违约责任的前提下，乙方有权选择： 

（1）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继续履行； 

（2）解除本合同且乙方不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已支付相

应款项的，甲方应当按照实际支付价款全部退还，并每日按照实际已支付价款的

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且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遭受的损失（以直接经

济损失为限），甲方应补足赔偿。 

3、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完成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经书面催告仍

不履行的，则每延迟一日按应付未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 15 个工作日仍未能支付的，在不免除上述违约责任的前提下，甲方有

权选择： 

（1）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继续履行； 

（2）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已支付的相

应款项，甲方应当按照乙方实际已支付价款扣除违约金（违约金按实际已支付价

款的万分之五计算）后予以退还，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遭受的损失（以直接

经济损失为限），乙方应补足赔偿。 

4、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的其他义

务或因其违约、过失、疏忽或不当行为而导致本合同的任何部分不能履行，则守

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就其不履行本合同或其违约、过失、疏忽或不当行为导致本

合同不能履行而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5、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鉴定费用、公证费用、调查费、查档费、律师服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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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安排 

《股权转让合同》对其他安排约定如下： 

（1）对甲方现有商业批发部的医药商业业务，考虑到垫江县政府对于税收

的要求，丙方拟在过渡期新设垫江商业子公司，由新设的垫江商业子公司承接甲

方现有的医药商业业务，甲方承诺丙方新设垫江商业子公司在目标股权变更登记

日之前完成，且在股权交割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全部业务的嫁接。 

全部嫁接的定义为：上游客户给予的代理权、下游客户业务的开户资质和销

售权、稳定的经营团队等经营渠道全部嫁接到新公司；确保上述经营渠道给新公

司带来与商业批发部相当的经营规模和业绩。自股权交割日起至新设的垫江商业

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开始运营期间，甲方商业批发部的原有业务暂由丙方

承接。新公司承接商业批发部业务后，公立医疗机构先行支付向甲方采购的货款。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完成后，甲方及其子公司的工业产品

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进入乙方全国市场的首推分销体系，乙方将首推甲方及其子

公司的大输液产品在全国医院的静配中心建设项目。 

（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目标公司配送的优势区域：

垫江、万州、南川，乙方原有的当地分子公司须在半年内逐渐退出配送并整合到

目标公司（自本次收购公司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计算，结合实际情况并经双方协

商一致可延长时间）。原则上，上述区域均由收购后的目标公司负责药品配送，

确需由乙方非当地公司配送的除外。 

（4）乙方拥有的跨国公司进口产品和全国集中采购中标产品，在上述垫江、

万州、南川区域内，可以由目标公司进行配送，但目标公司未开户的客户以及确

需由乙方非当地公司配送的除外。除了垫江、万州、南川以外的重庆市其他区域，

目标公司和乙方配送业务共存，市场化管理。 

（5）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应良性互补，共同协助

目标公司努力发展主营业务，培育新的业务领域和利润增长点，增强目标公司未

来的持续盈利能力，双方均不能因各种原因而限制目标公司的发展或者损害目标

公司的利益（如进行利益输送、让渡商业机会等），确保目标公司独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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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同意并协助丙方跟尚未开户的跨国公司进口产品的厂家或代理商

及全国集中采购中标产品的厂家开户。 

（7）丙方在乙方统一管理体系中，在乙方管理制度允许下的部分可拥有独

立采购权。乙方应积极支持配合丙方在全国各上游药品药械生产企业采购开户，

若丙方需向乙方及其分子公司采购药品药械，乙方应按管理制度给予丙方资信额

度。 

（8）为履行上述业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如在股权交割日后需

要对目标公司进行整合，甲方、丙方同意及时履行和/或积极协助配合乙方完善

相关手续并实施整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亦不会与上市公司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收购完成后，将确保标的公

司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独立运行。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一）适应行业发展的要求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19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药品流通

行业发展趋势为行业并购重组更趋稳健，强强联合成为主流。近两年，国内医药

流通市场并购重组呈现新的特点，主要是全国性企业并购区域龙头企业，扩大规

模，提高市场份额，区域龙头企业间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二）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根据整体发展规划，未来三年，重药股份将实现各业态、各细分市场的协同

发展，着力发展全国市场，打造“横向最宽，纵向最深”的全国销售网络，在已

布局网络的市场精耕细作，整合区域力量，发挥协同效应，实现各业态的三级配

送，成为具有西部带动力、全国影响力的现代营销服务型医药产业健康集团，力

争进入全国排名前五的医药流通配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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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生资源互补与规模效应、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长圣医药的业务与重药股份在重庆区县业务覆盖区域有重叠，且在部分区县

销售比重药股份好，2019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约12.29亿元，收购后可与重药

股份资源互补，产生叠加效应，进一步提升在各区县的市场份额。本项目可提高

重药股份医药商业整体业务规模，提升竞争实力。 

七、风险 

（一）尚未完成评估审批及估值和交易作价调整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并经有权单位审批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

交易尚未完成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评估备案及审批，经审批的评估结果可能与目前

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影响交易作价。敬请投资者关注评估结果尚未完成

评估备案/审批及估值和交易作价调整的风险。 

（二）债权回收风险 

长圣医药及下属子公司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累计数较大，不

排除债务方违约、失信或欺诈行为形成债权回收损失。本次收购项目审计、评估

期间，根据账款形成的账龄按重药股份的坏账计提政策计提了相应坏账准备金，

收购后重药股份将进一步加强债权回收风险的管控，降低债权回收风险。 

（三）偿债能力风险 

长圣医药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约 90%，营运资本需求量较大，偿债能力有

限。收购后做好融资计划，确保满足长圣医药持续经营所需资金需求，避免资金

断链。 

（四）企业文化融合风险 

长圣医药为上市民营企业旗下的子公司，其组织价值观、管理体系、绩效激

励体系与重药股份存在差异。本次收购完成后，尽快识别文化差异，寻求科学有

效的文化融合策略，并就各方面管控进行全方面的梳理，及时引入重药股份的管

控制度。 

（五）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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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圣医药与重药股份为各自不同的信息系统体系，项目实施期间面临信息系

统的切换。本次收购将安排合理的过渡期，过渡期内以不影响持续经营为前提，

平稳完成系统切换。 

八、法律意见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发表律师意见： 

1、本次交易所涉合同各方具有相应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次交易所涉合同已约定以取得必要且合法有效的批准作为合同生效条

件。 

3、本次交易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等国家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合同》 

2、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3、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4、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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