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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健康         公告编号：2021-37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80.99%。特此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在2021年度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18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的

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合同债务等，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

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

式。上述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为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上述期限及额度内，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的具体实施

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本次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情况如下： 

1、公司为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医院”）因

经营需要，拟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内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包含融资租赁、项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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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等业务），担保实际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其中拟向江苏银

行张家港支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

合同为准。 

2、公司为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物流”）因经

营需要，拟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内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包含融资租赁、项目融资等

业务），担保实际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其中拟向江苏银行张家港

支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二）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张家港澳洋

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为公司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

[2005]120号文有关问题的说明》，上述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经审

计资产负债

率 

截止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联

担保 

江苏

澳洋

张家港澳

洋医院有
100% 69.38% 84,450.50 120,000 126.0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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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产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限公司 

江苏澳洋

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100% 80.99% 17,659.52 60,000 63.00% 否 

三、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    称： 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9月27日 

住    所： 杨舍镇金港大道279号 

法定代表人： 李静 

注册资本： 2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妇产科、儿科、

急诊医学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麻醉科、病理科、感染科疾病

科、肿瘤科、皮肤科（含性病专业）、中西医结合科、中医科、康复医

学科（含神经康复科、骨与关节康复科、脊髓损伤康复科、疼痛康复科、

听力视力康复科、儿童康复科、老年康复科、心肺康复科、烧伤康复科

等康复二级诊疗科目）、重症监护室（ICU）、消毒供应室、康复治疗科

室、康复评定科室、营养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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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澳洋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澳洋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洋医疗”）全资子公司，澳洋医疗持有其100.00%股权。 

（3）信用状况 

澳洋医院信用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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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    称：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3 月 14 日 

住    所：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1幢澳洋健康大厦二层、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 沈学如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货运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仓储服务；货运代办；装卸搬运

服务；药品、食品（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日用百货、消毒用品销

售；医疗器械（凭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食用农

产品批发；纸箱、纸制品制造、加工、销售；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

自产产品（限分支机构）；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施工劳务；会

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金融信息咨询）；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推广、咨询

服务；互联网药品信息及交易服务（凭许可证经营）；药品检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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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有资金对医药产业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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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及控制关系 

医药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00%股权。 

（3）信用状况 

医药物流信用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财务数据 

1、2019年度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元 

2019 年（经审计） 
张家港澳洋医院

有限公司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1,896,492,952.19 1,038,602,894.99 

负债总额 1,237,101,881.98 760,553,408.83 

银行贷款总额 573,687,740.75 508,807,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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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1,080,178,566.32 700,553,408.83 

净资产 659,391,070.21 278,049,486.16 

营业收入 771,758,477.67 1,148,521,062.92 

利润总额 33,447,925.29 5,410,695.77 

净利润 25,643,823.28 1,925,268.6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资产负债率 65.23% 73.23% 

2、 2020年年度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元 

2020 年（经审计） 
张家港澳洋医院

有限公司 

江苏澳洋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2,276,713,209.50 1,112,712,151.94 

负债总额 1,579,571,553.03 901,152,955.34 

银行贷款总额 619,523,507.59 476,475,402.13 

流动负债总额 1,370,869,853.50 901,152,955.34 

净资产 697,141,656.47 211,559,196.60 

营业收入 794,361,358.71 1,210,284,790.97 

利润总额 51,441,249.59 -6,128,046.35 

净利润 37,750,586.26 -25,177,295.9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 

资产负债率 69.38% 80.99%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公司根据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借款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

担保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的原因 

1、公司为澳洋医院提供担保 

澳洋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洋医疗全资子公司，澳洋医疗持有其100.00%

股权。根据澳洋医院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公司同意为澳洋医院自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内发生的流动资金

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包含融资租赁、项目融资、保理等业务），担保

实际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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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后，这些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

合并计入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之内，即本次本公司为澳洋医院的担保总额

120,000万元包括上述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如这些已审批但尚未

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延续至本担保期，则累计计入本次担保限额之内。 

2、公司为医药物流提供担保 

医药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00%股权。根据医药物流的实

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公司同意为医药物流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内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包

含融资租赁、项目融资等业务），担保实际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尚有未履行完毕的实际担保余额，

这些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合并计入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之内，即本次本公司

为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担保总额60,000万元包括上述已审批但尚未履

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如这些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延续至本担保期，

则累计计入本次担保限额之内。 

（二）风险评估 

本次被担保的两家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信用良好、偿债能

力良好，未发生逾期还款的情况。被担保的公司都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

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三）反担保情况 

被担保的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是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

及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作出的，是为了满足公司的经营需要。 

2、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都是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的控

制力，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3、上述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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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证监发[2005]120号文有关问题的说明》等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根据上述规定将公司对外

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合计184,733.73

万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为184,733.73万元；对参股公司

的对外担保余额为0万元。以上担保余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度）经审

计合并报表总资产的28.75%，净资产的193.98%。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不

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

议决议》 

2、《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 

3、《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

立意见》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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