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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22-046 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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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天士力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购买辽宁天

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部分工业

房地产及其内部不可拆卸设备； 

 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需在双方有权机构审议程序履行完毕后，方可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或“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现代资源公司”）拟与

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建（构）筑物资产

转让合同》，购置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

沿河街 11 组 51 幢的部分工业房地产及其内部不可拆卸设备。双方以上海立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28.64 万元，本次拟购买相关资产的目的为满足子公司分装车间、原材料仓储、

中药制剂生产等需求。 

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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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闫凯境、蒋晓萌、吴迺峰、朱永宏回避了表决，该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或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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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及关联人情况介绍 

（一）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223187474943 

企业名称：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11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士力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中药数字仪器、制药设备及技术开发、生产、销售；中药数字化

检测分析及相关技术咨询费用；中药材、日用化学用品提取物（不含危险、易制

毒、监控化学品）加工及销售；中药材采购；流浸膏剂、原料药生产；中药饮片、

中药颗粒剂生产及销售；本企业自营产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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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中药饮片提取，主要产品养血清脑颗粒水提浸膏、养血清脑颗粒

醇提浸膏、养血清脑颗粒白芍浸膏。 

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0,023.76 万元、净资

产 30,421.34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402.93 万元、净利润 3,690.91 万

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2,893.88 万元、净资产 33,158.04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7,904.94 万元、净利润 2,736.70 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 

1、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18296410K 

企业名称：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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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3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天津北辰科技园区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控股；天然植物药种植及相关加工、分离；组织所属

企业开展产品的生产、科研、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各类商品、物资的批发、

零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生物技术（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及产品；

自有设备、房屋的租赁；各类经济信息咨询；本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

研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矿业开发经

营；原料药（盐酸非索非那定、右佐匹克隆）生产；因特网信息服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器械和电子公告以外的信息服务内容，业务覆盖范围：天津市）；

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管理；旅游管理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门票销售

与讲解服务；旅游商品、纪念品开发与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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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0,854.50

万元，净资产 1,374,206.98 万元，负债 1,330,430.27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0,474.52 万元，净资产 1,256,811.03 万元，

负债 1,230,801.80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2、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00598013718 

企业名称：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士力大道 2 号 

经营范围：中草药种植、采购、销售；中药饮片生产、销售；药用植物栽培；

野生药用植物人工驯化、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中药材太阳能干燥装置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人参（含野山参、林下参）、西洋参种植、加工、销售；农副

产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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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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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754.34 万元、净资

产-4,780.12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86.41 万元、净利润-1,341.49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564.71 万元、净资产-5,374.88 万元；

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736.92 万元、净利润-594.76 万元。 

关联关系介绍：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3、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22318738507M 

企业名称：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 年 01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天士力大道 3 号 

经营范围：保健食品、营养食品、饮料、糖果及蜜饯、罐头食品、米、面制

品、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精制茶、化妆品、洗涤用品、植物液汁及浸膏生产、

销售及网上销售；食用菌、土特产、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日用百货、预包装食

品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及网上销售；中药饮片零售及网上销售。（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506.18 万元、净资

产-3,826.23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8.2 万元、净利润 36.59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280.29 万元、净资产-4,259.00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2.67 万元、净利润-432.78 万元。 

关联关系介绍：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名称：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

县桓仁镇沿河街 11 组 51 幢部分工业房地产及内部不可拆卸设备。其中，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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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分别为辽（2021）桓仁县不动产权第 0002838 号、辽（2021）桓仁县不动产

权第 0002839 号、辽（2021）桓仁县不动产权第 0002841 号、辽（2021）桓仁县

不动产权第 0002840 号、辽（2021）桓仁县不动产权第 0002843 号、辽（2021）

桓仁县不动产权第 0002844 号，宗地面积 35,811.88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30,770.28 平方米。 

2、购买资产相关情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分割及转移的其

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2015 年 2 月，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购买该转让资产，并根据生产需要，进

行了整体改建。2018 年末完成改建并投入使用。相关资产原值总额 4,480.43 万

元，累计折旧或摊销 569.96 万元，账面净值 3,910.47 万元。目前资产处于正常

使用状态。  

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标的账面价值情况 

资产名称 净值（万元） 

固定资产 3,350.32 

无形资产 560.15 

合计 3,910.47 

(二)关联交易价格说明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2]第 090012 号），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采用成本法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最终确定交易标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028.64 万元（不含增值税）。上述资产具体评估价值及账面净值情况如下：账面

净值为 3,910.47 万元，评估值为 4,028.64 万元，评估增值 118.17 万元，增值率

为 3.02%。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以上述评估价格作为依据，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 4,028.64 万元（不含税价，具体税费金额以税务机关收取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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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体：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天士力东北现代中药资源有限

公司 

交易价格：人民币 4,028.64 万元（不含税价，具体税费金额以税务机关收取

为准）。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支付期限：合同签字生效后，东北现代资源公司十五个工作日内预付 30%，

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开全额发票；办理完房产及土地过户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

内支付剩余 70%款项。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保证配合东北现代资源公司在

45 个工作日内将本次交易的不动产证变更登记到东北现代资源公司名下。 

子公司已经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合同于双方盖章后生效。 

五、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目前，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辽宁参茸保健品公司未发生除日常关联交

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似的交

易。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北现代资源公司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上市公司中药提取、制

剂生产等职能，厂区与拟购置的交易标的紧密相邻。东北现代资源公司目前租用

标的资产用于原材料仓储。此次购置资产可减少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并满足子

公司分装车间、原材料仓储、中药制剂生产等需求，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此次购置工业房地产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同时减少公司日常性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

格确定，交易定价公允。我们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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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闫凯境、蒋晓萌、吴迺峰、朱永宏依法回避了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故该关联交易经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有关部门的批准。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5、《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建（构）筑物资产转让合同》（草稿） 

6、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2]

第 090012 号）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