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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龙化成”）

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及子公司

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人民币或外币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票据贴现、保理、出口押汇、外汇远期结售汇以及

衍生产品等相关业务）或其他经营事项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做出的预

测，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拟发生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等值外币，下同）的担

保额度，相应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小于 70%。 

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项下仍处于担保期间的担保事项及相关金额不计入前述

2021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前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情形可以包括：公司为

公司所属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公

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包括未来期

间新增的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担保额度调剂以不跨过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标准进行调剂。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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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人民币亿

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人民币

亿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康龙化成 

康龙化成(宁波)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科技”） 

100% 39.79% 2.78 3 3.38% 否 

康龙化成 

康龙化成(宁波)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生物医

药”） 

 85% 11.59% -   7 7.89% 否 

康龙化成 

Pharmar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即康龙化成

（香港）国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国际”） 

100% 36.29% 3.26 3 3.38% 否 

康龙化成 

Pharmaron (US) Lab 

Testing, Inc. （以下简

称“ US Lab ”） 

100% 52.54% -   5 5.64% 否 

 

公司遵循审慎原则，开展对外担保时，有相应的授权体系及制度流程支撑。

本项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上

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长及其授权代表签署上述担保事项的相关合同，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对超

出上述担保对象及总额范围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的具体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注：除特殊说明外，单位为人民币 

1、宁波科技 

名称： 康龙化成（宁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30890257XK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12 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800 号 

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 
1,1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Boliang Lou（楼柏良） 

经营范围： 

药用化合物、化学药、生物制品、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药品生产；制剂、化学

原料药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出

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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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 100%的子公司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科技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会计期间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9,962.16 191,709.61 

负债总额 56,716.89 76,276.22 

净资产 33,245.27 115,433.39 

营业收入 37,752.74 51,524.01  

利润总额 1,636.56 4,721.14  

净利润 1,305.47 4,109.43  

 

2、 宁波生物医药 

名称： 康龙化成（宁波）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H8JR46W 

成立日期： 2020 年 10 月 9 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兴慈一路 290 号 3 号楼 109-3 室 

注册资本： 7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楼柏良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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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85%股权，宁波康智众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 15%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宁波生物医药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会计期间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50.56  

负债总额 121.76  

净资产 928.80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125.68  

净利润 -71.20  

宁波生物医药系本年度新设成立，无上年同期数据。 

 

3、 香港国际 

名称： 
Pharmar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康龙化成

（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325640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住所： 
22nd Floor, Tai Yau Building, 181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 
普通股 10,0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 

法定代表人： Boliang Lou 

经营范围： 投资持股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国际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美元 

会计期间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802.00 30,493.67  

负债总额 13,311.38 11,064.73  

净资产 1,490.62 19,428.94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8.36 -61.68  

净利润 -8.36 -61.68  

 

 



4、 US Lab 

名称： Pharmaron (US) Lab Testing, Inc.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0 年 10 月 2 日 

住所： 

The corporation trust company, 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ton, New Castle County, Delaware 

19801. 

注册资本： 普通股 1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美元 

法定代表人： Boliang Lou 

经营范围： 投资持股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三级全资子公司 

 

US Lab 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美元 

会计期间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750.01  

负债总额 7,750.00  

净资产 7,000.01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    

净利润 -    

US Lab 系本年度新设成立，无上年同期数据。 

 

上述被担保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未来十二个月担保事项的预计发生额，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实际贷款及担保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择优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

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充分考虑了子公司 2021 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有



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子公司的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本次被担保对象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上述对全资子公司的

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控股子公司宁波生物医药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

担保，宁波生物医药财务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

对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反担保。董事会对各被担保方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

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各被担保方目前经营状况良

好、资金充裕，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董事会同意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事项，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466,20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度，其中 124,521.50 万元有效期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日止），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52.56%。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60,401.36 万元（均为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6.81%。公

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金额的担保，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