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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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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

包含现有及授权期新设立的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资金需求，统筹安排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融资活动，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下属公司之间、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68,000

万元。在不超过人民币 168,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

情况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亦可对新设立的下属公司分配

担保额度。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下属公司之间因业务需要向授信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在此额度范围内，不需要单独进行审批。 

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担保额

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主

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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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湖北天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 



广东香雪医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6,000 

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2,000 

山西香雪医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3,000 

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5,000 

四川香雪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0,000 

云南香格里拉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000 

广东香雪南药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 

广东香雪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0 

广东高迅医用导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合计 — 168,000 

注：在不超过总担保额度 168,000万元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总

担保额度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之间进行相互调剂分配，也可对新成立、新收购的子公司

分配担保额度。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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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 70%股份；安徽奇珍堂食品有限公司持有 30%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7,220.39 69,000 

总负债 29,008.37 30,470.24 

净资产 38,212.02 38,530.20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7,697.53 45,151.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23.49 5,264.63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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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湖北青松逾越医药有限公司持有 31.67%股份，

韩素英持有 7.33%股份，纪青松持有 6%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4,036.11 148,651.47 

总负债 76,613.44 65,937.77 



净资产 87,422.67 82,713.71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93,384.27 102,040.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79.23 7,381.49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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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1,468.41 33,773.21 

总负债 17,766.62 19,624.27 

净资产 13,701.80 14,148.93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4,556.96 21,93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5.92 2,277.66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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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2,734.34 31,435.96 

总负债 39,503.67 27,618.19 

净资产 4,006.50 3,817.78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1,034.02 39,303.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8.72 349.87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五）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3047203220 

法定代表人：葛阳 

成立时间：2014 年 8月 11日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地    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凤凰三路 17号自编五栋三、四(部位:458) 

经营范围：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供应链管理；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投资咨询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交

通运输咨询服务；养老产业投资、开发；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

市场调研服务；仓储咨询服务；软件服务；干细胞的采集、存储服务（不含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采集、存储）；免疫细胞的采集、存储服务（不含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采集、存储）；护理服务（不涉及提供住宿、医疗诊断、治疗及康复服务）；冷

库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品研发；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专科医院；疗养院；街道卫生院；血液制品制造；保健食品制造；临

床检验服务；乡镇卫生院；中成药生产；中药饮片加工；生物药品制造。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7,480.38 32,289.74 

总负债 43,234.60 28,326.68 

净资产 4,245.77 3,963.06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1,034.02 39,303.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6.84 342.54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六）山西香雪医药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058867184U 

法定代表人：谭文辉 

成立时间：2012 年 12月 7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    址：太原市小店区建设南路 643 号 1层、3层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限二类）、医疗器械、消杀用品、卫生用品、计

生用品、化妆品、农副产品、日用品、普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设备、包装材料的销售；



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组织会务；展览展示；广告业务；普通货物的仓储、

装卸、搬运、包装；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

用（冷藏保鲜设备）；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的销售；

酒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持有 92%股份，谭文辉持有 8%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674.40 6,413.67 

总负债 2,445.45 2,282.67 

净资产 4,228.95 4,130.99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8,759.23 8,596.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95 -456.29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七）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3064753271L 

法定代表人：徐力 

成立时间：2013 年 3月 28日 

注册资本：14,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    址：宁夏隆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颗粒剂、代用茶、保健食品、饮料生产及销售，中药

前处理及提取车间(口服制剂)(按有效许可证经营)；中药材种植、仓储、收购、

生产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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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9%股份，韩白石持有 0.71%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3,503.04 43,818.37 

总负债 39,437.26 29,684.79 

净资产 14,065.78 14,133.58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9,567.31 4,914.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80 7.35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八）四川香雪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镇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30005217116XH 

成立时间：2012 年 8月 20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 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燕京中路 188号 

经营范围：中药材(半夏等)种植(国家限制种植的除外)和销售、收购、初加

工、仓储、技术服务;生产、销售:中药饮片、毒性饮片。(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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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公司持有 100%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4,301.44 27,440.42 

总负债 20,349.71 13,536.85 

净资产 13,951.73 13,903.57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9,564.20 7,092.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16 -425.60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九）云南香格里拉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镇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00056966437B 

成立时间：2012 年 10月 18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 址：云南省迪庆州经济开发区社区居委会松园片区绿色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购销；产品研究开发；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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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公司持有 50%股份；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5%

股份；云南香雪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5%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2,785.24 11,501.23 

总负债 8,519.46 7,009.61 

净资产 4,265.78 4,491.62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3,739.38 2,624.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5.84 56.70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十）广东香雪南药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26MA52N9N047 



成立时间：2018 年 12月 19日 

注册资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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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庆县工业园指挥部 139室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仓储、收购、加工及销售;中药饮片、中药前处理

及提取车间(口服制剂)(按有效许可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

相关技术的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具体按资格证书经

营);市场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中药提取物的生产、销售(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的药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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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广东香雪智慧中医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6,077.72 11,904.79 

总负债 20959.83 6,919.03 

净资产 5,117.89 4,985.77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165.70 1,799.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2.12 -14.23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十一）广东香雪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镇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00MA4UYYR01Q 

成立时间：2016 年 11月 18日 



注册资本：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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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城区红草镇沿江路 88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日用品、医疗器械、普

通口罩、手套；销售：家用电器、酒、妇幼卫生用品、水处理设备及其零配件；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

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物医药技术研

发、转让及咨询；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市场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中药材种植(国家限制种植的除外)和销

售、收购、仓储、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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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9,394.97 25,620.78 

总负债 28,688.74 24,825.40 

净资产 706.23 795.38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15 -71.44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十二）广东高迅医用导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707911211T 

成立时间：2009 年 9月 7日 



注册资本：200 万港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地 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号厂区 

经营范围：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

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普通劳动防护用品制造；货物进

出口(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非许可

类医疗器械经营；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制造；许可类医

疗器械经营。 

股东：香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香雪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3,370.50 95.73 

总负债 21,165.53 276.60 

净资产 2,658.16 -180.87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6,464.43 53.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53.26 -69.29 

注：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担保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68,000万元，相关担保协议暂未签署，具体担保金

额和期限以银行等金融机构核准为准。在担保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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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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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对资金的需求，充分考虑了公司及

子公司资金安排，有利于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本次被担

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对被

担保方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能充分了解和

掌握，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偿还债务能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制范围之内，未损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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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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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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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实际的担保总额为 137,275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28%；公司子公司之间实际的担保总额为

9,4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2%。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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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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