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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审批情况  

2018 年 2月 11 日，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305,000.00

万元。详情可参见 2018 年 2月 1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8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

上述担保事项已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 

二、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中康泽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康泽爱”）提供担保的事项 

1、担保概述 

2018 年 9月 29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签



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83006101198L1B1)，公司为中康泽

爱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中康泽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交汇处科开 1 号

苑 19 层 

法定代表人：杨培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 12 月 1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销售：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办公用

品、文体用品、工艺品、化妆品、电脑软件、硬件及耗材、办公家具、

通迅器材、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和安装、调试；机

械设备维修、保养、安装及售后服务；户外广告设计、制作及发布；

室内装饰、装修；汽车、房屋的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

融资理财服务）、市场调研。） 

 



3、关联关系说明 

 

 

100%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康泽爱 
2017年度 8,723.97 2,042.77 7,011.95 668.51 

2018年半年度 11,359.57 3,907.92 4,906.41 245.15 

注:2017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5、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贵州中康泽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主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三、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贵州迈道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迈道罄”）提供担保的事项 

1、担保概述 

2018 年 9月 29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签

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86006167638L1B1)，公司为迈道罄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中康泽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金额为人民币 400万元。同日, 就该担保事项，李中洪先生为迈道罄

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并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迈道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8号美的林城时代第 F-02

栋 19 层 11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中洪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4年 01 月 22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销售：Ⅱ、Ⅲ三类医疗器械（按《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以上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

须持行政许可证经营）、电脑配件、消毒用品、五金交电、办公 用

品；医疗器械安装、维修及维护；健康信息咨询（治疗除外）；信息

技术服务；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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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联关系说明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迈道罄 
2017年度 719.32 391.71 2,537.32 41.57 

2018年半年度 3,778.58 689.26 2,211.98 297.55 

注:2017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5、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贵州迈道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主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400万元 

四、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安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申医药”）提供担保的事项 

1、担保概述 

2018 年 9月 28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签

100% 

5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中康泽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贵州迈道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80182976558L1B2)，公司为安申医

药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400 万元。同日, 就该担保事项，马晟先生为安申医

药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并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安申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园林路３号 

法定代表人：马晟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2年 04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06年 12 月 20 日至 2021 年 04月 01 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Ⅲ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在许可

证有效期及范围内经营）。） 

 

 

 



3、关联关系说明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安申医药 

2017年度 8,008.93 943.93 13,528.89 -172.82 

2018年半年度 8,574.94 2,089.26 6,561.68 89.26 

注:2017年度数据、2018年半年度数据均未经审计。 

5、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贵州安申医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主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400万元 

五、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贵州信达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达利”）提供担保的事项 

1、担保概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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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安申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 9月 28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签

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81005619498L1B1)，公司为信达利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同日, 就该担保事项，高文林先生为信达利

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并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信达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交汇处科开 1 号

苑 18 层 18-1,18-4号 

法定代表人：高文林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6年 08 月 31 日 

营业期限：2016年 08 月 3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医疗器械技术

服务；医疗器械及非医疗器械设施设备租赁；商务咨询服务、医疗器

械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咨询服务（以上咨询

不含投资、融资、理财咨询）；销售：医疗器械，生物制品、试剂，

化学试剂（不含违禁品），玻璃器具，电子产品，净水设备及零配件，



办公用品，五金交电。） 

3、关联关系说明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信达利 
2017年度 18,637.31 1,400.15 6,300.07 338.70 

2018年半年度 21,418.00 1,880.75 5,564.59 480.60 

注:2017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5、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贵州信达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主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51% 

 99.9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信达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良好，财务指标稳健，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

贷款及其他融资，同时这也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要求，该担保事项不

会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七、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审议的担保额度为 305,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13%；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195,8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98%。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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