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47          证券简称: 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19-021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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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亳州市沪谯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谯药业”）、湖北天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天济”）、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州中药厂”）、广州

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雪亚洲”）、广东香雪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雪医药”）和广东恒颐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颐医疗”）未来

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拓展需求，公司拟为上述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额度共计不超

过 86,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子公司担保，详细情况如下： 

被担保单位 与公司关系 担保金额（万元） 

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8,000 

湖北天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40,000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 

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000 

广东香雪医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2,000 

广东恒颐医疗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 

合计 — 86,000 

注：1、上述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



准额度为准。 

2、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567500233Q 

法定代表人：顾振荣 

成立时间：2010年 12月 21 日 

注册资本：11,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安徽省亳州市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含毒性饮片、直接口服饮片)生产、销售；中药材(系

未经炮制及药品标准或炮制规范允许初加工的中药材)、农副产品收购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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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沪谯药业 7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安徽奇珍堂食品

有限公司持有沪谯药业 30%股权。 

沪谯药业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9,602.15 75,247.01 

总负债 36,336.57 44,669.65 

净资产 33,265.57 30,577.35 

资产负债率 52.21% 59.36%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4,098.81 46,405.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21.62 5,823.33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湖北天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53400279U 

法定代表人：纪青松 

成立时间：2003年 08月 28 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办事处革新大道 572号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农副产品收购；中药饮片生产(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5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湖北青松逾越医药有限公司

持有 31.67%股权，韩素英持有 7.33%股权，纪青松持有 6%股权。 

湖北天济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8,369.95 115,147.71 

总负债        51,155.75 78,365.98 

净资产 67,214.20 36,781.72 

资产负债率 43.22% 68.06%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84,502.16 77,944.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69.72 6,363.09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219522162XW 

法定代表人：麦镇江 



成立时间：2002年 12月 19 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    址：化州市橘城西路 368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服务:糖浆剂、煎膏剂、合剂、颗粒剂、片剂、胶

囊剂、信息咨询(另设分支机构)；中药材种植及收购；中药提取物的生产、销售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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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化州中药厂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1,155.54 24,064.83 

总负债 19,284.27 10,808.82 

净资产 11,871.28 13,256.02 

资产负债率 61.90% 44.92%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1,363.00 20,845.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0.76 1,999.66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40116693554945T  

法定代表人：何文锋 

成立时间：2009年 8月 4 日 

注册资本：714.29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 362号  



经营范围：科技中介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塑料包装箱及容

器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

营养和保健品批发；营养和保健品零售；饮料制造。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63%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广州市南业营元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持有 30%股权；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7%股权。 

香雪亚洲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837.82 4,073.35 

总负债 3,323.51 2,130.97 

净资产 1,514.31 1,942.38 

资产负债率 68.70% 52.31%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705.52 12,924.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8.07 792.84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广东香雪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40116743597207T 

法定代表人：葛阳 

成立时间：2002年 10月 10 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地    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号 A栋四楼 A区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贸易代理；贸易咨询

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仓储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市场调研服务；仓储咨询服务；软件服务；冷库租赁服务；



为医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材料及用品提供专业清洗、消毒和灭菌；医疗设备

租赁服务；干细胞技术的研究、开发；护理服务(不涉及提供住宿、医疗诊断、

治疗及康复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消毒用品销售(涉及

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供应链管理；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化妆品制造；药品研

发；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咨询服务；食品科学技术研

究服务；物流代理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交通运输咨询服务；非许可类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医疗技术咨

询、交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技术推广服务；招、投标咨询服务；招、

投标代理服务；保健食品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准)；农药

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中医医院；血液制品经营；中成药生产；第三方药品现

代物流业务(接受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委托储存配送药品,特殊管理的药品除外)；

中药饮片加工；药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

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中药饮片零售；中药材批发；生物药品制造；中药材批

发(收购)；中西医结合医院；乳制品批发；专科医院；危险化学品运输；中成药、

中药饮片批发；综合医院；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血液制品制造；道路货物运输；

乡镇卫生院；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制造；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放射

性药品批发；西药批发；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放射性药品零售；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零售(具体经营项目以《食

品经营许可证》为准)；预包装食品零售。 

股权结构：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公司持有广东兆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葛阳持有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 

香雪医药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755.70 14,291.66 

总负债 19,460.15 11,271.87 



净资产 3,295.55 3,019.79 

资产负债率 85.52% 78.87%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7,747.88 14,965.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5.76 433.50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六）广东恒颐医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40116MA59A40690 

法定代表人：黄滨 

成立时间：2015年 09月 17 日 

注册资本：20,204.0816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号(自编第一栋)(仅限办公用途) 

经营范围：专科医院；综合医院；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申请《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除外)；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医院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投资管理服务；风险投资；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非许可

类医疗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

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

的第二类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医疗设备

租赁服务；市场调研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51%股权；广州永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9%股权；广东

恒仁医疗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恒颐医疗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085.16 18,196.62 

总负债 196.13 48.17 

净资产 17,889.03 18,148.44 

资产负债率 1.08% 0.26%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91.51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9.41 -2,069.42 

注：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基本情况 

1、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以后续担保协议或担保函为准。 

3、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6,000万元。 

4、担保费：公司将按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期限与各子公司协商收取相

应的担保费。 

5、沪谯药业、湖北天济、香雪亚洲、香雪医药、恒颐医疗的其他股东需同

时进行不低于其持股比例的担保和采取其他必要保证措施。 

6、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因公司本次对各子公司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 86,000 万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规则相关规定，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拟授权公司董事长王永辉先生负

责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

营有绝对控制权，考虑到六家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抗风险能力强，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该次担保公平、合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为六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资产质量优良，偿债能

力良好，监事会认为此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就此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涉及公司对外担保的

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信誉状况良好，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对

六家子公司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

范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六家子公司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35,000 万元，占公司

2018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70%。其中，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金额累计为 4,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0.99%。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21,000 万元，占公

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06%。其中，公司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4,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0.99%。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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