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300233       证券简称：金城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8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城医药”）及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预计不超过18.5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前述额度范围内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为53.79%，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

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营计划，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拟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预计不超过 18.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前述额度

范围内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人民币：

万元） 

总担保额

度（人民

币：万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直接 间接 

公司

或其

他控

股子

公司 

金城医化 100%   48.46% 23,350.00 40,000 11.63% 否 

金城柯瑞 100%   56.00% 9,850.00 20,000 5.81% 否 

汇海医药 100%   61.36% 2,936.31 55,000 15.99% 否 



金城生物 100%   33.06% 11,654.48 30,000 8.72% 否 

金城素智 100%   103.96% 4,400.00 10,000 2.91% 否 

金城泰尔 100%   18.34% 0.00 10,000 2.91% 否 

金城金素 51% 33% 55.89% 0.00 20,000 5.81% 否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均为最高额保证上限 

2022 年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对外担保总额不 

超过 18.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

并购、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票据

贴现等，且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可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

根据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以及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 

在以上授信及担保额度内，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可以互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以资

产抵押、质押等方式进行担保。担保发生期间为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年度计划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总额的范围内，以上担保额度可在上述公司之

间调剂使用（包括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新收购或新设立的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具体合作机构、融资金额、担保金额等以签署正式协议或合同为

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内，根据 

实际经营需要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内的一切有

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

融资等），公司不再逐次召开董事会审议以上额度内的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元 

公司 

名称 

公司 

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

本 

2021 年

末总资

产 

2021 年末

净资产 

2021 年

营业收

入 

2021

年净利

润 

山东金 全资子 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 100,00 1,116,32 575,382,2 647,469, 38,469,



城医药

化工有

限公司 

公司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

类化学品的制造）；炼油、

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生

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

保护监测；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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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

学品生产；药品生产；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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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0,000.0

0 

6,679.24 57.55 613.58 547.97 

山东金

城柯瑞

化学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准的

范围内经营（有效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醋酸钠、氯化

钾、硫酸钾、磷酸三乙酯、

亚硫酸铵、化学药品原料

药、医药中间体（以上七项

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毒化

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

可证书核准的范围内经营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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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0,

000.00  

434,415,

893.69 

191,133,6

25.75 

358,256,

861.22 

21,084,

018.00 

山东汇

海医药

化工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乙腈（5000 吨/年）、甲醇

钠甲醇溶液（3500 吨/年）、

硫氢化钠（1500 吨/年）、

草酸二乙酯（1200 吨/年）、

硫化钠（990 吨/年）、丙酮

（150 吨/年）、硫磺（60

吨/年）生产***（有限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化工产品

（不包含危险化学品）、工

80,000,

000.00  

673,135,

604.42 

260,108,1

79.22 

509,099,

180.82 

36,927,

579.26 



业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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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

城生物

药业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原料药（谷胱甘肽、谷胱甘

肽钠、氧化型谷胱甘肽及其

盐、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

丙氨酰谷氨酰胺、硫酸多粘

菌素 B、维生素 D3、盐酸

阿考替胺、泊沙康唑、对甲

苯磺酸二硫酸腺苷蛋氨酸、

吡咯喹啉醌、吡咯喹啉醌二

钠盐、α-酮戊二酸）生产、

销售；粉针剂、小容量注射

剂生产、销售；保健食品生

产、销售；单一饲料（酿酒

酵母细胞壁、酵母粉、酵母

水解物、酵母提取物、啤酒

酵母粉）生产、销售；医药

原料及中间体（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药品）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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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0,000.0

0  

807,838,

102.48 

540,750,1

52.77 

484,978,

717.41 

170,25

8,419.9

4 



北京金

城泰尔

制药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生产片剂（含激素类）、

散剂、软胶囊剂（含激素

类）、硬胶囊剂、乳膏剂（激

素类）、喷雾剂；销售药品；

销售食品；货物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技术推广服务；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化妆品、II 类医疗器

械、卫生用品；限分支机构

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原料

药；生产、销售化工产品（限

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食品；销售药品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150,00

0,000.0

0  

900,139,

360.21 

735,015,3

86.25 

363,441,

485.31 

-101,2

43,973.

23 

广东金

城金素

制药有

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药品生产；药品经营；医

药技术开发、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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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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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000.00  

625,215,

749.04 

275,803,2

28.17 

867,123,

911.30 

94,784,

318.54 



以上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担保风险可

控，其中：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84%的股权，系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三、授信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

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

方等条款内容以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与相

关合同对象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

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本次拟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包括年度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2年度拟担保额度系根据公司及各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而设定，能

够满足公司主营业务顺利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上述各子公司经营

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属于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其贷款主要用

于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广大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董事会同意上述综合授信与担保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将上述范围内授信

及担保事项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

上海金

城素智

药业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

品批发；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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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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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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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0

0,000.0

0  

324,678,

272.06 

-12,849,92

7.51 

2,203,48

4.83 

-22,12

4,017.9

3 



证等各项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满足

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相互之间

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会

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所属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为 52,190.7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17%，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9.89%；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度相关事项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