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21-6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宜华健康

指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众安康

指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达孜赛勒康

指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亲和源

指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支持公司子公司的发展，解决资金需求问题，提高向银行申请贷款效率
及对外借款的成功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及公司 2021
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2020 年度）公司
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与其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其他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各项担保总额不超过 28 亿元人民
币。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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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最近一期数据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上述计划仅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与其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其他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拟定担保额度，担保协议由担保人、被担保
人与相关贷款方协商确定，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以子
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上述担保额度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调剂使用：
1、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在调剂发生时被担保对象为合并报表外主体的，仅能从合并报表外的其
他被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4、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5、上市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
了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或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各项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 亿元，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授权有效
期及批准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岭社区深南大道 8000 号建安山海中心
27E
法定代表人：林正刚
成立日期：1999 年 11 月 9 日
经营范围：医院后勤管理服务(不含限制项目)；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停车场经营服务（分支机构经营）；清洁服务、保洁服务；园林绿化（取得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病人陪护（以上不含医疗行为、养
老服务）；上门陪护、家政服务；为超市、咖啡厅提供管理；咖啡的制售；餐饮
管理服务；办公设备的上门维护；电梯的上门维修、机电上门安装（需取得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机构办理的许可证或资质证书方可经营）；汽车租赁；轮椅、折叠
床、手推车等租赁；二次供水设施清洗；物业管理信息咨询；医疗行业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计算机硬件的维护；企

业管理系统软件开发、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电梯的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
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建筑装潢材料的购销；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环保设备、照明设备、工程材料建筑材料的购销。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和开发养老产业项目、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项目、节能环保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许可经营项目是：劳务派遣；洗衣服务；洗车服务；中餐制售；人力资
源外包；图书报刊零售；老人护理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二类、三类 6866 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三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二
类、三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二类、三类 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二类、三
类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二类、三类 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二类、三类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二类、三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二类 6810 矫
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二类、三类 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销售；预包
装食品、乳制品的销售。
与上市公司关系：众安康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9,169.11 万元，净资产 55,166.49 万元。
2020 年 1 月-12 月：营业收入 96,161.91 万元， 净利润-12,742.18 万元。
2、被担保人名称：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0 万元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创业基地大楼 6 楼 800 号
法定代表人：陈瑶琴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医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租赁、维护；利用自有资金
对医疗行业进行投资。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与上市公司关系：达孜赛勒康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0,360.28 万元，净资产 81,181.66 万元。
2020 年 1 月-12 月：营业收入 47,637.76 万元，净利润-4,897.41 万元。
3、被担保人名称：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奚志勇
成立日期：2005 年 3 月 23 日
经营范围：自有房产的经营，劳务服务（除中介），健身服务，投资管理咨
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展览展示，礼仪服务，会议服务，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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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亲和源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5,492.68 万元，净资产-26,963.30 万
元。
2020 年 1 月-12 月：营业收入 22,216.69 万元，净利润-20,290.86 万元。
三、本次拟进行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上述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主要明确担保主体和被担保主体，以及担保的范
围和金额，具体内容和时间以公司及上述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
同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履行相关担保事项的实施，并做好信
息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与其下属公司直接互相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其他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根
据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与其下属公司直接互相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互相
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子公司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经
营效率，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上述被担保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董事
会同意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确定对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与其下属公司直接互相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其他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是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
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率，
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各子公司均经营正常，收入稳定，具备较好
的偿债能力。公司已建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关于加强子公司管理的相关制度，通
过实施统一控制，以规范各子公司的投融资等重大事项，能够有效的防范经营风
险，保证资产安全。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且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与其下属公司直接互相担保、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互相提供担保，
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 20.27 亿元(未含本
次提供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735.77%，逾期

担保累计数量为 5.86 亿，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3.94 亿。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