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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及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专项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作为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医疗”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经对尚荣医疗《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向农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进行尽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交通

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情况概述 

1、授信人：交通银行张家港锦丰支行。 

2、被授信人：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专项贷款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4、贷款期限：5年。 

5、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吉美瑞公司新厂房建设项目。 

6、担保总额：3300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1980万元；陈学东、顾兴荣及徐永明合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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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担保人：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陈学东、顾兴荣、徐永明。 

8、担保责任：对被担保人在本额度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

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收信人造成的其他损失和费用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9、担保期限：具体以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10、其他：（1）本次申请额度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币种、金额、期限、利率

与费率、偿还等事项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2、本次担保是公司对控股孙

公司在交通银行申请贷款发生担保的承接，不存在新增担保的情况，不增加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额；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的审议批准后，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梁桂添 

4、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锦南路（锦丰科技创业园 A22、26）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五金加工、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7、财务状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吉美瑞2018

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为115,697,890.55元、负债总额为22,612,060.47元，净资

产 为 93,085,830.08 元 ， 资 产 负 债 率 19.54% ， 2018 年 度 的 营 业 收 入 为

41,150,882.58元、净利润为16,254,760.54元。 

8、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吉美瑞控股股东张家港市锦州医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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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洲医械”）66.21%的股权，间接持有吉美瑞 60%的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三）担保收益和风险评估 

1、上述担保事项有助于控股孙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产品市场、改善资

产结构，对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吉美瑞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状况为：总资产 115,697,890.55 元、负债

总额 22,612,060.47 元，净资产 93,085,830.08 元，资产负债率 19.54%，公司担保

的对象为经营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控股孙公司，且吉美瑞以其土地使用权和在建

工程为本次贷款抵押担保。 

3、吉美瑞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通过锦洲医械间接持有吉美瑞 60%的股

权。本次公司以持股比例为吉美瑞担保，吉美瑞其他股东也分别以其持股比例为

吉美瑞担保，因此，本次担保事项没有提供反担保，公司为吉美瑞担保事项的风

险是可控的。为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4、业务授权：当具体担保业务发生时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全权代表公

司审核并签署上述业务的所有文书并办理相关事宜。 

（四）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审批担保累计额度（含

对子公司担保）为222,230.71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

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4.14%、95.76%；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含对子公司

担保）为人民币64,090.09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

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5.61%、27.62%；无逾期担保。其中：（1）公司对外担保

累计额度为135,035.00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2.90%、58.19%；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55,552.76万元，占

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3.53%、

23.94%。（2）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87,195.71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1.24%、37.57%；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为8,537.33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2.0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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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本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日，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已获审批担保累计额度

（含对子公司担保）为145,230.71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

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5.38%、62.58%；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含对子

公司担保）为18,387.33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48%、7.92%。 

（五）内部决策程序执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控股孙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尚荣医疗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

尚荣医疗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的事项进行了尽职核查，查阅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协议

草案，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交通银

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决议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的审议批准后，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属于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

以上通过。上述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保荐机构对尚荣医疗的上述决议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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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

司向农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情况概述 

1、授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梅山路支行 

2、被授信人：六安尚荣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3、贷款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4、贷款期限：1年。 

5、贷款用途：流动资金贷款、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银行承兑汇票敞口、

信用证敞口、信用证押汇等业务。 

6、担保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本金及相关利息。 

7、担保人：普尔德医疗。 

8、担保责任：对被担保人在本额度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

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收信人造成的其他损失和费用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9、担保期限：具体以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10、业务授权：当具体担保业务发生时由普尔德医疗董事长全权代表普尔德

医疗审核并签署上述业务的所有文书并办理相关事宜。 

11、其他：（1）本次申请额度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币种、金额、期限、利率

与费率、偿还等事项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的审议批准

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六安尚荣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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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严德正 

4、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工业园 

5、注册资本：208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无纺布原料、无纺布制成品、塑料制成品生产、销售;以上产

品及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涉及国家前置登记和国家明令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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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财务状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六安尚荣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71,690,676.35 元、负债总额为 33,018,782.33 元，

净资产为 38,671,894.02 元，资产负债率 46.06%，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98,503,186.63 元、净利润为 2,470,919.03 元。 

8、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普尔德医疗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普

尔德医疗 55%的股权，六安尚荣为普尔德医疗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六安

尚荣 55%的股权。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法定代表人：梁昆 

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新站工业园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办公楼内 

5、注册资本：1613万美元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一次性无纺医疗用品及无纺布制品。 

7、财务状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普尔德医

疗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471,888,275.99 元、负债总额为 221,138,337.31

元，净资产为 250,749,938.68 元，资产负债率 46.86%，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833,211,059.58 元、净利润为 16,393,521.32 元。 

8、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普尔德医疗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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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医疗 55%的股权。 

（四）担保收益和风险评估 

1、上述担保事项有助于孙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产品市场、改善资产结

构，对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六安尚荣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状况为：总资产 71,690,676.35 元、净

资产 38,671,894.02 元、资产负债率 46.06%，公司拟担保的对象为经营财务状况

良好的公司控股孙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

况。 

3、公司拟担保的对象为经营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控股孙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4、本公司按照持有普尔德医疗 55%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承担不超过人民

币 1100 万元的担保责任，且各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对等担保，因此，

本次担保事项没有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按照持有普尔德医疗 55%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承担不超过人民币

1100万元的本息担保责任。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审批担保累计额度（含

对子公司担保）为222,230.71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

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4.14%、95.76%；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含对子公司

担保）为人民币64,090.09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

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5.61%、27.62%；无逾期担保。其中：（1）公司对外担保

累计额度为135,035.00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2.90%、58.19%；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55,552.76万元，占

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3.53%、

23.94%。（2）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87,195.71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1.24%、37.57%；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为8,537.33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2.08%、3.68%。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日，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已获审批担保累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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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对子公司担保）为145,230.71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

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5.38%、62.58%；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含对子

公司担保）为18,387.33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48%、7.92%。 

（六）内部决策程序执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

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向农业申请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七）保荐机构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尚荣医疗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

尚荣医疗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向农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的事项进行了尽职核

查，查阅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协议草案，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向农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的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决议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

经董事会的审议批准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属于特别决议，需经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上述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

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尚荣医疗的上述决议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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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的专项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于洁泉           袁  科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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