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9-018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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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青岛益信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起始日 
本次担保

金额 

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

品配送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1 日 500 14,8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2 日 1,540 22,35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5 日 560 22,350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润达医疗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8-017）。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

议案》：根据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各子公司业务

发展进展和融资需求，调整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的分配，公司 2018 年度为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额度 126,300 万元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6,3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

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

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调整后预计提供

担保最高额度 

（万元人民币）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4,0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40,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2,5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0,0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01 6,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2,000 

上海华臣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100 1,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20,000 

担保金额总计 / 126,300 

2、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融

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7）和《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8）。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 2019 年 3 月 11 日、2019 年 3 月 22 日、

2019 年 3 月 25 日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



内容如下： 

1、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司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2、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刘辉先生、季晓秦女士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具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 2,200万元

中的 1,54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文创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56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9 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医疗设备及医疗器械租赁：医疗设备、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

及危险品)、消毒液(不含危险品)、实验室设备的技术研究、批发；生物技术、医

药技术的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不含医疗、诊疗)；市场调查；批发：办公

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电

子设备、建筑材料、纸制品、木浆、纸浆、钢材、二类医疗器械（依据食药监管

部门核发的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硬件；依据食药监管部门核发的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

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国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货物装卸

搬运（不含道路运输及港口作业）；依据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开着普通货运业务；医疗设备维修（不得在此住所从事维修业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批发。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

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并展经营活动）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

民币 29,17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0,21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8,966 万元；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7,18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514 万元。（以上数

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

币 40,03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8,696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1,335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9,34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368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2-12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

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

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

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

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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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45,30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6,603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8,702 万元；2017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1,73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641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47,58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6,73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0,849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9,41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14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路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保证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第 1.1

条所述之最高余额内。 

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

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两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

/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两年。5.若主合同为

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

年。 

 

2、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4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实际国内信用证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刘辉先生、季晓秦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下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

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折合）人民币（大写）柒仟万元整中（折合）人民



币（币种）（大写）叁仟伍佰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债权人即有权要求保证人就债务余额

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意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

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提前至债务提前到期日之日后两年。如果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自主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3、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56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

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正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4、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5、若发生法律

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18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

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

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7）。 

公司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会

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调整 2018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有关部门及公司

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符合子公司业务状况和资本规模，同意对 2018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进行调整，未增加新的担保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关

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8）。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 65,25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8.53%，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