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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预计担保及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企业拟为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及下属公司

增加2021年度担保预计额度5.08亿元； 

 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1年6月30日）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2,080,435.33

万元，主要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增加2021年度预计担保授权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促进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主要指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

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授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2021年度（指

2021年1月－2022年1月）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可能存在为公司子公司及下属企业

向各家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增加申请额度不超过5.08亿元等值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预计担保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为经股东

大会批准的2021年度增加授信计划额度内的集团内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



信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授权各担保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

构或其他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包括： 

1. 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 

2. 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文件等。 

上述担保授权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52号）。 

  （二）预计担保的综合授信增加额为5.08亿元，具体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的综

合授信增加额 

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00  

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00  

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山东药九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湖北九州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00  

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500.00  

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山西省太原药材有限公司 1,500.00  

9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阳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1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临汾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1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500.00  

1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  

1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000.00  

合计 50,8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丰源路昌盛大街东200米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肽

类激素、蛋白同化制剂、胰岛素的批发；预包装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的批发与零售；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



械、Ⅲ类医疗器械的批发；特种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和特种车车辆设备安装

调试、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品、消毒产品、日用百货、纸及纸制品、健

身器材、保健用品的批发；环保设备、家用电器、净水设备的销售及安装；普

通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仓储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与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石家

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80%股权，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3,955.03万元、净资产9,183.13

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6,197.39万元、净利润722.73万元。 

 

（二）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区）振兴路88号 

2、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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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药企业管理策划；批发兼零售：环境监测设备、

仪表仪器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化妆品、洗涤用品（除危险化学品）、护肤用

品、健身器材、日用百货、办公家具、办公设备、文体用品、文化办公用品、

纸制品、包装材料、药用辅料、药用包材、消毒产品、化工产品、化学试剂

（以上三项除危险化学品）、原料药中间体、农副产品；工业用房租赁；会议

场地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器械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搬运、装卸、

仓储（除危险化学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广西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7,397.24万元、净资产

52,176.22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6,740.64万元、净利润1,308.86万

元。 

 

（三）山东药九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天辰大街288号2号楼199室 

2、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成人情

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食品添加剂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

发；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家

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电器修理；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宠物食品及

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仪器仪

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住房租赁；贸易经纪；智

能机器人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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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消毒器械销售；食品

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山东药

九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山东药九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006.92万元、净资产



149.20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318.73万元、净利润-304.06万元。 

 

（四）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南十六支沟西管控中心栋-1-12层1室

（6）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青松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数据库服务；增值电信服务（凭授权方可经营）；智能设备的

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系统集成服务；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

务；国内货物（铁路、航空）运输代理；普通货运、配送；仓储租赁；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品）；物流加工（包装、分拣）服务；装卸搬运服务；物流企业

供应链管理咨询；物流项目设计与实施；企业物流整体承包服务；车辆广告和

户外广告服务；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

务；物业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务；配载、运输信息咨询；代办货物运输手

续；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销

售；物流设备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代办仓

储手续；化妆品、日用百货、农产品批零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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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持有

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602.66万元、净资产

3,371.44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88.67万元、净利润-102.96万元。 

 

（五）湖北九州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东吴大道南十六支沟西管控中心栋-1-12

层1室11层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青松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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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机械设备销

售；互联网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物

联网设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

装、维修；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园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包装服务；装卸搬运；供应链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

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规划设计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

察、设计、监理除外）；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

设计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湖北云智科技有限公司68%股权，湖北九州云智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982.75元、净资产-2.25

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0元、净利润-2.25元。 

 

（六）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奥

斯迪电子商务交易产业园J区2栋6层 

2、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

粉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

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城市配送

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

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橡胶制品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用品

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房地产经纪；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权，云南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2,184.04万元、净资产

10,321.31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5,324.51万元、净利润412.85万元。 

 

（七）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真武路200号物流中心5楼 

2、注册资本：5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

（限二类）、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的销售；实验室设备、药用包材、药用

辅料、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消杀用品（不含危化品）、日用百货、服装鞋

帽、劳保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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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的销售；化妆品销售；医药技术研发与咨

询；食品经营：农副产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销

售；餐饮服务；食品生产；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核准经营范围经营）、医疗设备的销售；医疗器械售后服务与维修；仓储

服务；广告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会展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医

疗设备的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停车场服务；

住宿服务；洗涤设备、厨房设备的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车辆、特种车辆、

保健用品、医学教学设备的销售；集装箱、方舱及零配件的销售及租赁。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4.83%股权，山西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2,696.40万元、净资产

63,227.50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01,283.42万元、净利润729.70万元。 

 

（八）山西省太原药材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真武路200号南楼2层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限二类）的批发；医疗器械经

营: 医疗器械的销售；医药技术研发与咨询；药用包材、药用辅料的销售；食

品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农副产品、保健食品的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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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化妆品、日用品、消杀用品(不含危化品)、眼镜的

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仓储服务；广告

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会展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的租赁；货物进

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山西

省太原药材有限公司100%股权，山西省太原药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488.85万元、净资产

2,153.66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232.26万元、净利润2.28万元。 

 

（九）阳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阳泉盂县秀水镇大横沟村（福阁都庭）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经营；销售：日用杂品、化妆

品、文化用品、计生用品、消毒用品、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玻璃制品、仪器仪表、体育用品、服装、鞋帽、一般劳保用品、普通机械设

备、五金产品、家具、医疗设备、实验室设备、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助动

车、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计

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办公设备；农药经营；通用仓储；食品经营；

医药技术研发与咨询；广告业务；商务咨询服务；文化会展服务；自有商业房

屋租赁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停车场服务；餐饮服务；住宿

服务；中药材加工（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阳泉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阳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121.52万元、净资产

1,088.72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570.01万元, 净利润74.89万元。 

 

（十）临汾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沙桥村工业路2号 

2、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批发：药品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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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批发、零售：计生用品、消毒用品、药包材、药用辅

料、化妆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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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医疗设备、实验室

设备、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劳保用品、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

品、特殊医学用配方食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广告的制作、设计、代理发

布；会议及展览服务；机械设备的租赁；中药材收购；商务信息咨询；医药技

术研发与咨询；医疗器械设备维修；仓储服务、医疗设备的租赁；道路货物运

输；进出口业务，汽车及配件。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

临汾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53.50%股权，临汾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485.71万元、净资产

4,058.18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2,246.54万元、净利润7.19万元。 

 

（十一）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106号澎湖高级公寓B栋15层2室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广告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消毒器

械销售；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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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

含中药饮片）购销；消毒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

含涉外调查）；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售；日用



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二手车经销；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充

电销售；特种设备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51%股

权，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537.50万元、净资产

2,074.11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586.05万元、净利润42.27万元。 

 

（十二）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大路与广州街交汇处鼎成公馆9层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赵立红 

4、经营范围：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饮

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生化药品批发；医疗器械批发（具体经营项目

以许可证为准）；体外诊断试剂批发；销售消杀产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保

健食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会议展览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市场管理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吉林

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8,576.10万元，净资产

8,601.80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433.01万元、净利润138.83万元。 

 

（十三）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田园大道99号 

2、注册资本：38,687.5447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销售、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含体外诊断试剂，二、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范围经

营）；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销售普通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

毒化学品）；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三级、机电安

装三级、信息咨询与服务：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软件开发；消毒

品销售；发电机组、办公家具的销售；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

品、健身器材、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实验室设备、教学设备、教

学模具、教学软件、车辆、特种车辆、无纺布、熔喷无纺布、无纺布制品、防

护用品、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机械设备；增值电信业务；仓储设施建设与

经营；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会议会展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77.54%的股

权，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24,738.78万元、净资产

124,243.25万元；2021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2,200.97万元、净利润6,614.37万

元。 

 

三、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

信及担保计划主要用于公司及下属企业该年度的生产经营需要，担保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担

保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担

保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

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担保等。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

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我们认为公司

对外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同意将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担保计划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预计担保及授权仅是增加的2021年度的计划额度，并不表明已发生实

际担保行为；本公司在2021年度计划限额内的具体担保行为真实发生时，将会

在每个季度的次月及时按照相关要求集中披露当季的实际担保情况。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2,080,435.33万元，对外

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78.97%，总

资产的25.30%。 

担保对象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少数为公司

持股比例50%以上但采取委托经营模式的企业），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

权，且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其融资款项纳入集团统一管控，因此公司对外

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