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永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天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83,857,833.72 2,670,351,660.83 -2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5,228,468.03 811,863,449.10 15.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5,136,735.39 -15.53% 990,081,399.97 3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478,242.41 759.56% 120,512,101.93 1,21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684,916.42 -179.13% -3,175,410.71 7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710,297.09 -56.43% 37,148,241.42 -7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633.33% 0.24 1,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633.33% 0.24 1,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1% 10.78% 13.70% 15.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8,562,957.8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70,103.4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217,928.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951.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834,526.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999.73

合计 123,687,512.64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8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5% 129,168,708 0 质押 125,550,000

林春光 境内自然人 4.88% 25,166,640 18,874,980 质押 25,166,640

KING� JOIN�

GROUP�LIMITED

境外法人 0.99% 5,085,178 0

王为 境内自然人 0.96% 4,963,147 0

徐九丁 境内自然人 0.78% 4,034,281 0

陈雅萍 境内自然人 0.74% 3,798,240 0

胡雪坤 境内自然人 0.68% 3,493,100 0

乌鲁木齐绿保能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3,398,900 0

新疆德广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2,925,810 1,462,905

曾铸涵 境内自然人 0.52% 2,675,3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129,168,708 人民币普通股 129,168,708

林春光 6,291,660 人民币普通股 6,291,660

KING�JOIN�GROUP�LIMITED 5,085,178 人民币普通股 5,085,178

王为 4,963,147 人民币普通股 4,963,147

徐九丁 4,034,281 人民币普通股 4,034,281

陈雅萍 3,798,240 人民币普通股 3,798,240

胡雪坤 3,4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3,100

乌鲁木齐绿保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3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8,900

曾铸涵 2,6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5,300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

化论精选三号私募基金

2,6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上表中第四大股东王为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373,64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963,147股；第六大股东陈雅萍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774,54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8,240股；第七大股东胡雪坤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93,1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93,100股；第十大股东曾铸涵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36,900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675,3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已披露收购控股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事项，截至目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2、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披露出售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股权事项，截至目前，已办理完毕出售光正燃气有限

公司51%股权的交割相关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购控股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

司49%股权事项

2019年07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2524&announcementId=120

6485048&announcementTime=2019-07-31

出售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股权事项 2019年09月05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2524&announcementId=120

6889589&announcementTime=2019-09-05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8,000 至 13,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482.1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9年较2018年净利润大幅度增长的原因：1、2019年1-6月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

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2、本期公司处置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股权产生较大投资收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9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stock?

orgId=9900016430&stockCode=00252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 永 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9-085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在会议通

知指定的地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7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送达各董事。本次会议应

到会董事9人，实到会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认为《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9年10月23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10月23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9-086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7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

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在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地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红新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9年10月23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10月23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王启兵 董事 因工作原因 蒋茜

叶静涛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刘云

陈飞 董事 因工作原因 蒋猛

1.3� �公司负责人李阳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永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周万森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508,023,136.79 12,890,084,673.54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66,293,467.95 3,294,136,794.52 2.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822,751.15 12,079,583.00 800.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991,324,170.60 7,743,228,192.61 1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861,281.56 146,504,492.95 -1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305,824.35 75,938,147.59 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4.86 减少1.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15.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160,338.02 8,420,831.1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951,766.32 30,545,143.5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7,853.35 30,185,504.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31,825.25 -15,663,958.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6,864.37 -1,514,599.97

所得税影响额 -1,273,831.81 -7,417,462.82

合计 9,077,436.26 44,555,457.2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73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84,886,858 33.20 12,999,674 质押 89,825,000 国有法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3,437,500 4.2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

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委托国寿安保

基金混合型组合

22,786,458 4.09 0 无 0 其他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13,020,833 2.34 0 无 0 国有法人

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

限公司

13,020,833 2.3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深圳

市招商国协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20,833 2.34 0 无 0 其他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1,895,294 2.14 0 质押 5,900,000 国有法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49,409 1.82 0 无 0 国有法人

姚伟明 9,523,441 1.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

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

47号资产管理产品

7,452,833 1.34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71,887,184 人民币普通股 171,887,18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4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37,500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险－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国寿安保基金混合型

组合

22,786,458 人民币普通股 22,786,458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3,020,833 人民币普通股 13,020,833

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13,020,833 人民币普通股 13,020,833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深圳市招商国协壹号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20,833 人民币普通股 13,020,833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895,294 人民币普通股 11,895,294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49,409 人民币普通股 10,149,409

姚伟明 9,523,441 人民币普通股 9,523,441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商银行－

定增精选47号资产管理产品

7,452,833 人民币普通股 7,452,8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

行动人，未与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或同期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年期末

（同期）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30,000.00 -100 注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1,074.57 注2

其他流动资产 8,295.36 17,787.53 -53.36 注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298.08 -100 注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740.14 注5

开发支出 17,121.73 9,803.94 74.64 注6

应付票据 210,645.79 134,022.08 57.17 注7

应交税费 12,769.36 21,849.17 -41.56 注8

长期应付款 9,838.50 4,950.20 98.75 注9

其他综合收益 -8,632.07 -3,307.33 -161 注10

资产处置收益 842.08 6,922.49 -87.84 注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82.28 1,207.96 800.88 注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77.13 -61,749.70 76.39 注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8.03 105,338.64 -108.54 注14

注1、主要是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所致。

注2、主要是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所致。

注3、主要是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

注4、主要是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所致。

注5、主要是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所致。

注6、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增加所致。

注7、主要是本报告期票据融资及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注8、主要是本报告期缴纳年初税金导致余额减少所致。

注9、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新增平安融资租赁所致。

注10、主要是股票价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部分转入期初留存收益所致。

注11、主要是同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资产拆迁收益所致。

注12、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注13、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注14、主要是去年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阳春

日期：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9-77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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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有关公司股权质押解除的通知，具体如下：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的股份5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无限售流通股质押

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支行。于2019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截止目前，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8,488.6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0%；累计质押了8,39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5.42%。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9-78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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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11日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董事

11人，独立董事叶静涛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刘云先生代为表决；董事王

启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蒋茜女士代为表决；董事陈飞女士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委托董事蒋猛先生代为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投资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投

资公告》；公告编号：2019-80）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药司）拥有位于成

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的土地共约66亩，原为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因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退城入园” 搬迁，现该厂区已处

于闲置状态。

为更好整合闲置资产，公司拟与涪药司以拥有的成都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经评估作价出资

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房产公司）。具体如下：

（一）成都房产公司组建方案

1、公司名称：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623号。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4、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

成都房产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公司和涪药司分别以拥有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

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经评估后的价值按比例折合为股份出资，多余部分

转为成都房产公司的资本公积。

成都房产公司注册资本构成：公司出资6,38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3.88%；涪药司出资3,61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12%。公司实际持有成都房产公司100%的股权。

（二）成都房产公司下一步经营计划

鉴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医药产业，为专注主业，做大做强医药产业，公司将在公司和涪

药司名下的房地产权属关系过户至成都房产公司后，对成都房产公司按规定程序开展对外处

置工作，并按照工作进展情况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9-79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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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11日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投资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9-80）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药司）拥有位于成

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的土地共约66亩，原为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因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退城入园” 搬迁，现该厂区已处

于闲置状态。

为更好整合闲置资产，公司拟与涪药司以拥有的成都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经评估作价出资

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房产公司）。具体如下：

（一）成都房产公司组建方案

1、公司名称：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623号。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4、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

成都房产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公司和涪药司分别以拥有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

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经评估后的价值按比例折合为股份出资，多余部分

转为成都房产公司的资本公积。

成都房产公司注册资本构成：公司出资6,38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3.88%；涪药司出资3,612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36.12%。公司实际持有成都房产公司100%的股权。

（二）成都房产公司下一步经营计划

鉴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医药产业，为专注主业，做大做强医药产业，公司将在公司和涪

药司名下的房地产权属关系过户至成都房产公司后，对成都房产公司按规定程序开展对外处

置工作，并按照工作进展情况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9-80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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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房产公司）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6,388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

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出资3,612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成都房产公司成立主要为整合公司闲置房地产，为专注主业发展，做大

做强医药产业，公司将在成都房产公司成立及资产权属变更完成后，对成都房产公司按规定

程序开展对外处置工作，并按照工作进展情况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本次房产公司成立

无其他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整合公司闲置房地产，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拟以

拥有的房地产经评估后分别出资6,388万元及3,612万元组建成都房产公司。 公司实际拥有该

公司100%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为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经股

东大会批准。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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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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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中成药、西药；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副食品及其他食品、汽车

二级维护及其以下作业、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住宿；保健用品加工、销售；医疗器械销售（仅

限I类）；医疗包装制品加工；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

银首饰）、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木材)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中草药种

植；水产养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商品包装；旅游开发；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后方可执业）；自有房屋、土地出租；贸易经纪与代理。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289,008.47万元，净资产为329,413.70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1,068,938.43万元，净利润为7026.35万元。

2、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药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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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化妆品的制造与销售（须经审批的经营项

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8,366.68万元，净资产

为71,260.9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133,800.30�万元，净利润为445.28�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涪药司拥有位于成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的土地共约66亩，原为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厂区， 因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

“退城入园” 搬迁，现该厂区已处于闲置状态。为整合闲置资产，拓宽利润来源，公司拟与涪药

司以拥有的成都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经评估作价出资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

体如下：

1、拟投资组建公司名称:�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623号。

3、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4、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

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成都房产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公司和涪药司分别以拥有成

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经评估后的价值按比例折合

为股份出资，多余部分转为成都房产公司的资本公积。

成都房产公司注册资本构成：公司出资6,38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3.88%；涪药司出资3,61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12%。公司实际持有成都房产公司100%的股权。

四、出资资产评估情况

（一）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1、坐落：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土地类型：出让；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业用地面积小于等于20%）；土地权证号：双国用（2010）第575号，土地

面积：27597.00㎡。房屋权证号：双房权证字第0128400号和双房权证双权字第0120198号，建筑

面积共4,561.07㎡。

2、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面原值为3,289.94万元, �该地块由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开元评报字[2019]528号），评估采用市场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估，最终以市场法的评

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于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使用权评估价值为56,316.32万元。

（二）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1、坐落：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土地类型：出让；土地用途：

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土地证号：双国用（2008）第1659号，土地面积：16,579.04㎡。

2、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面原值为1,424.35万元，该地块由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开

元评报字[2019]529号），评估采用市场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估，最终以市场法的评估结

果作为评估结论，于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使用权评估价值为31,848.34万元。

（三）上述资产评估主要增值原因为：土地使用权价值入账时间较早，成都市近些年来经

济发展迅速，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有较大增长，故致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较账面价值有

较大增值。

五、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新组建的公司暂定名称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

司。

2、公司、涪药司双方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59号土地及地上建

筑物经评估后按比例出资共同投资组建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为：

房地产开发。

3、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6,388万元（持股比例63.88%），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出资3,612万元（持股比例36.12%）。

4、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的规定运行。公司董事会设董事3名，监事会设监事3名。

5、双方应依据本协议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章程起草工作，涉及运作中的有关细

节，章程将加以明确规定。

六、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医药产业，为专注主业发展，做大做强医药产业，公司将在公司

和涪药司名下的房产权属关系过户至成都房产公司后，对成都房产公司按规定程序开展对外

处置工作，并按照工作进展情况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本次投资有利于整合闲置资产，提高资产的使用价值，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如涉及许可经营事项需获得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审批。

八、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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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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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七号一一医药制造》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相关要

求，现将公司 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分行业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

主营业务成本

增长率%

毛利率%

同比增长百分

点

2019年1-9

月

2018年1-9

月

2019年1-9月

2018年1-9

月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工业 481,891 384,986 25.17 197,171 149,987 31.46 59.08 61.04 -1.96

商业 398,861 375,921 6.10 310,623 289,841 7.17 22.12 22.90 -0.78

服务业

及其他

5,522 1,701 224.63 3,799 636 497.39 31.20 62.61 -31.41

二、报告期内工业主要品种按治疗领域划分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治疗领域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抗感染药[注1] 133,619 36,234 72.88 32.74 52.06

消化系统 61,023 32,353 46.98 -13.2 -14.95

呼吸系统[注2] 57,022 28,201 50.54 48.04 44.16

抗肿瘤[注3] 45,944 21,953 52.22 33.48 68.78

神经系统 42,131 29,738 29.42 21.86 48.16

镇痛药物 41,224 7,322 82.24 13.66 6.94

平衡电解质[注4] 24,236 13,540 44.13 57.98 62.76

补益类 13,998 7,684 45.11 23.41 41.35

内分泌系统 12,823 2,597 79.75 14.21 12.95

心脑血管 8,897 2,747 69.13 42.39 80.46

骨科 5,751 1,781 69.03 46.07 158.15

[注1]抗感染药品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2.74%，主要系本报告期注射用头孢唑

肟钠销售额增长所致；

[注2]呼吸系统药品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8.04%，主要系本报告期急支糖浆及

复方甘草片销售额增长所致；

[注3]抗肿瘤药品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3.48%，主要系本报告期小金片、盐酸

托烷司琼注射液销售额增长所致。

[注4]平衡电解质药品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7.98%，主要系本报告期氯化钠注

射液销售额增长所致。

三、报告期内分地区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

主营业务成本

增长率%

毛利率%

同比增长百分

点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2019年 1-9

月

2018年 1-9

月

境内 862,379 738,192 16.82 489,027 417,380 17.17 43.29 43.46 -0.17

境外 23,895 24,416 -2.13 22,566 23,084 -2.24 5.56 5.46 0.10

2019年1-9月，公司合并报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86,274万元，同比增长16.22%，其中工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81,891�万元，同比增长25.17%；商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8,861万元，同比

增长6.10%。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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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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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共使用不超过3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对以上议案

均在决议有效期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2019-42）。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为充分利用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19年7月22

日，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2787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号：C195T01A0）；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美元

LIBOR挂钩区间累计人民币投资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7月24日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59）。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理财产品全部赎回并划入募集资金专户，收回本金人民币

10,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人民币共649,938.36元。

二、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19JG2876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代

码：1201197876）；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理财产品起始日：2019年10月21日；

5、理财产品到期日：2019年12月27日；

6、理财期限：67天；

7、年利率：3.75%；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5,000万元；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公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签署了《重庆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业务

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重庆银行结构性存款2019年第50期；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理财产品起始日：2019年10月22日；

5、理财产品到期日：2020年1月21日；

6、理财期限：91天；

7、年利率：3.58%；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5,000万元；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结构性存款，在购买的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门将建立

理财产品台账，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文化宫支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效率，能够获得一定

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或实际年

化收益率

备注

汇丰银行结构性存款一美元LIBOR挂钩

区间累计人民币投资产品

10,000 2019/3/13 2019/4/15 2.36%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21.63万元

汉口银行九通理财安心系列机构19001

期

10,000 2019/3/14 2019/4/16 3.2%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28.93万元

渤海银行【S190746】号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代码：S190746）

5,000 2019/5/23 2019/6/24 3.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15.34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

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产品代码：1101168902）

10,000 2019/4/18 2019/7/17 3.9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97.65万元

中信银行共赢利率结构2558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

C195R01A0）

10,000 2019/4/18 2019/7/18 3.8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 95.99万元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5,000 2019/7/22 2019/8/21 3.6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15万元

汉口银行九通理财安心系列机构19004

期

（产品代码：19L004）

5,000 2019/5/23 2019/8/23 3.1%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39.07万元

重庆农商行结构性存款JG2019057 7,000 2019/3/14 2019/9/16 4%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142.68万元

光大银行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七期产品150（产品编号：

2019101045311）

5,000 2019/7/5 2019/10/5 3.95%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49.38万元

汉口银行九通理财安心系列机构19006

期

（产品编号：19L006）

10,000 2019/9/6 2019/10/8 3.3%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28.93万元

中信银行共赢利率结构2787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

C195T01A0）

5,000 2019/7/22 2019/10/21 3.83%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47.74万元

汇丰银行美元LIBOR挂钩区间累计人民

币投资产品

5,000 2019/7/22 2019/10/22 2.39%

本金全部收回，获得

收益17.25万元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

性存款

（产品代码：TH000455）

4,000 2019/7/31 2019/10/31 3.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19JG2876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

1201197876）

5,000 2019/10/21 2019/12/27 3.75%

重庆银行结构性存款2019年第50期 5,000 2019/10/22 2020/1/21 3.58%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4,000万

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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