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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19-096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化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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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2019 年 10 月 30 日，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控股”、“公

司”）收到控股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产业公司”）

及健康产业公司之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化医集团”）

通知，化医集团已就公开挂牌转让健康产业公司 49%股权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与最终受让方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通用”）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医药”）

签署《产权交易合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1 亿元整。 

 

2019 年 9 月 2 日，重药控股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 号），进一步激活化医集团内

部市场化经营机制、助推重庆医药健康产业做强做优，经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化医集团拟对健康产业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保持化医集

团对健康产业公司控股的情况下，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转让健康产业公司

49%股权。 

2019 年 9 月 3 日，重药控股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2）：化医集团转让健康产业公司 49%股权项目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详细信息敬请参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

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2019 年 10 月 23 日，重药控股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化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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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9-091）：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确定本次交易的最终受让方为中

国通用及中国医药组成的联合体。本次交易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41 亿元。化医

集团将按照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流程与中国通用及中国医药协商签署《产

权交易合同》。 

一、进展情况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收到健康产业公司及化医集团通知，化医集团已

就公开挂牌转让健康产业公司 49%股权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与最终受让方

中国通用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医药签署《产权交易合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1 亿元整。 

二、最终受让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通用 

公司名称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200XY 

注册资本 7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宪平 

成立日期 1998-03-18 

营业期限 1998-03-18 至无固定期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 90 号 23-28 层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投资；资产经营、资产

管理；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设计和

制作印刷品广告；广告业务；自有房屋出租。（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中国医药 

公司名称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265317 

注册资本 106,848.55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高渝文 

成立日期 199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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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1997-05-08 至无固定期限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18 号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毒性中药材、毒性

中药饮片；销售医疗器械 III、II 类：眼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

科）手术器械；计划生育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

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

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

复设备；中医器械；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 X 射线设备；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医用

射线防护用品、装置；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体外

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

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II 类：显微外科手术器械；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口腔科手术器械；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口腔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

菌设备及器具；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加工

中药饮片（仅限分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国际招标采购

业务，承办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国际招标采购业务；经营高

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开发；承包国（境）外各类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汽车的销售；种植中药材；销售谷物、豆类、薯类、饲

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除外）；仓储服

务；租赁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受让方：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1、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化医集团将健康产业公司 49%股权以人民币（大写）肆拾壹亿元整（小写：

人民币 41 亿元整）（以下简称：产权转让价款）转让给中国通用及中国医药，

其中：中国通用向化医集团支付产权转让价款 18.41 亿元、中国医药向化医集团

支付产权转让价款 22.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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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化医集团将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51%的股权，中国通用及中

国医药将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49%的股权，其中：中国通用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22%

股权、中国医药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27%股权。 

2、支付期限 

本合同生效后，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5 亿元）自动转为产权转让价款的一部

分。受让方应当于本合同生效后 2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产权转让价款至重

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三）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各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且受让方支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服务费并付

清全部产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负责完成本次转让涉及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协助提供相关材料。 

（四）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合同于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之日生

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对本合同生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违约责任 

1、如受让方逾期支付标的股权的产权转让价款超过 15 个工作日的，则受让

方应按照应付而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一/日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如受让方逾期支

付标的股权的产权转让价款超过 30 日的，则转让方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

不退还已收到的产权转让价款（含已转为产权转让价款的交易保证金）。 

2、如转让方在本协议约定时间内未完成本次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则转让方应按照本次转让的产权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一/日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如转让方逾期未完成本次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超过 30 日的，则受让方

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要求转让方退还已收到的产权转让价款（含已转为产权

转让价款的交易保证金）。但若因受让方原因导致本次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未完成的除外。 

3、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且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数额不足

以补偿对方的经济损失时，违约方应偿付另一方所受损失的差额部分。 

（六）合同其他主要条款 

1、公司治理 

（1）标的企业设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董事均不在标的企业经营管理

层担任任何职务。董事会由转让方推荐 4 名董事人选（含职工董事 1 名，职工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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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转让方推荐并经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受让方推

荐 3 名董事人选。董事长由转让方推荐的人选担任。 

（2）标的企业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由转让方推荐 1 名监事人选、

受让方推荐 1 名监事人选、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程序选举 1 名职工监

事人选，监事会主席由受让方推荐的人选担任。 

（3）总经理由受让方推荐的人选担任，财务负责人由转让方推荐的人选担

任，经营班子成员（财务负责人除外）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2、争议解决 

各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健康产业公司持有公司 38.47%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化医集团持有健

康产业公司 100%股权，为健康产业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毕之

后，化医集团将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51%股权，中国通用及中国医药将合计持有健

康产业公司 49%股权，其中：中国通用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22%股权、中国医药

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27%股权。重药控股的控股股东仍为健康产业公司，重药控股

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药控股的控制权不会发生

变更。 

五、风险提示 

《产权交易合同》尚待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本次交易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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