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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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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 月 16 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南九典宏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典宏阳”）、湖南普道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道医药”）和湖南典誉康

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誉康”）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02 亿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名称：湖南九典宏阳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344723202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内 

法定代表人：郑霞辉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叁佰柒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6月 2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药品、保健食品、生物制品、植物提取物、化工产品、消毒剂、

卫生用品、化妆品、研发；消毒剂、食品添加剂、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卫生材



料及医药用品、化工产品、化学药品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制造；消毒剂、营养

和保健食品、植物提取物、医药原料、医药辅料、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

化妆品、卫生用品、植物提取物、保健食品、中药提取物、中成药生产；化妆品

及卫生用品、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中药材、中成药、卫生消毒用品批发；医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转让服务；科技文献服务；科技

信息咨询服务；化学工程研究服务；药用辅料的技术研发、咨询、技术转让；新

特药的研究与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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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九典宏阳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2,748.88  42,109.17 

负债总额 19,012.20 18,797.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660.00 4,93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208.22 10,508.2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23,736.68 23,311.98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6,872.57 5,946.58 

利润总额 848.01 -1,422.16 

净利润 424.70 -736.01 

2、名称：湖南普道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675557560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号金瑞麓谷科技园 A1 栋 8层 805 房 

法定代表人：肖稳定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 5月 19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5月 19日至 2028 年 5月 18日 



经营范围：化学工程研究服务；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化工产品研发；植

物提取物研发；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品研发；生物制品研发；医疗器械技术

开发；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医疗器械技术转让服务；科技中介服务；

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项目代理服务；技术市场管理服务；科技文献服务；生

物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转让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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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

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

联网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普道医药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252.08 9,693.40 

负债总额 7,184.81 7,640.4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82.31 2,585.72 

流动负债总额 5,444.58 5,458.1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067.27 2,052.93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323.36 2,726.42 

利润总额 -1,308.72 1,278.98 

净利润 -985.67 1,251.06 

3、名称：湖南典誉康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Q3W0T9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号金瑞麓谷科技园 A1 栋 2-3层 

法定代表人：杨洋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11月 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西药、抗生素原料药、营养和保健食品、乳制品、中成药、药品、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及卫生用品、三类医疗器械批发；饮

料、特殊膳食食品、罐头、淀粉及淀粉制品、植物提取物、米粉、药用辅料对照

品、消毒剂、生物制品、保健品、柠檬酸系列产品、艾制品、医药辅料、医药原

料、医疗耗材、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药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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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不得从

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

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典誉康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782.18 608.86 

负债总额 437.74 30.4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37.74 30.4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344.44 578.37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940.78 0.55 

利润总额 -510.80 -357.47 

净利润 -383.93 -268.94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九典宏阳、普道医药、典誉康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明细详见下表：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单位 授信额度(万元) 授信期限 贷款类型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浏阳支行 

九典宏阳 2,000 2年 流动资金贷款 

普道医药 1,000 2年 流动资金贷款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九典宏阳 15,000 1年 流动资金贷款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九典宏阳 6,000 1年 流动资金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典誉康 200 1年 流动资金贷款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九典宏阳 1,000 1年 流动资金贷款 

九典宏阳 4,000 5年 固定资产贷款 

典誉康 1,000 1年 流动资金贷款 

合计 30,200 -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九典宏阳、普道医药和典誉康的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

额将视三家子公司日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本次公司为三家子公司银行授

信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三家子公司与有关

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

保总额 3.02 亿元。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

额。在核定担保额度内，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具体融资情况与金融机构协

商确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签约时间等，具体担保情况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九典宏阳、普道医药和典誉康提供担保是满足其经

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对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具有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事

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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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有效对外担保额度为 33,200 万元，均为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9.73%。公司及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担保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