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3-00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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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

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统筹安排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结合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及业务发展需

要，有效控制融资风险，公司具体融资事务操作由公司及各级子公司与各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签署统一融资协议，协议项下的融资担保额度由公司及其各级控股

子公司共同使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及各级控股子公司预计2023年度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担

保额度（包括新增及原融资到期后续展）合计不超过39亿元，在总融资担保额度

下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等选择具体业务品种进行额度调

配。上述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应在

担保额度内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准；担保期限以公

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担保方式具体以

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可以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超过本次审议总额

度的担保需另行上会审议。 

本议案自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二、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及担保额度  



                                                                                     

（一）担保额度已使用及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融资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1 
吉林紫鑫初元药业

有限公司 
76.24% 48,700 65,000 29.63% 

2 
吉林紫鑫红石种养

殖有限公司 
89.87% 27,700 40,000 18.23% 

3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

有限公司 
110.83% 52,350 70,000 31.90% 

4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

限公司 
59.78% 13,380 35,000 15.95% 

5 
吉林紫鑫禺拙药业

有限公司 
66.42% 22,850 40,000 18.23% 

6 
吉林紫鑫人参销售

有限公司 
183.71% 0 10,000 4.56% 

7 
吉林紫鑫医药有限

公司 
166.80% 2,900 10,000 4.56% 

8 
吉林紫鑫参工堂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106.00% 30,000 50,000 22.79% 

9 
吉林紫鑫金桂药业

有限公司 
86.67% 20,000 40,000 18.23% 

10 
吉林紫鑫高科技功

能食品有限公司 
46.33% 500 10,000 4.56% 

11 
北京中科紫鑫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163.70% 0 5,000 2.28% 

12 
吉林中科紫鑫科技

有限公司 
7.12% 0 10,000 4.56% 

13 

吉林紫鑫医药产业

园孵化器管理有限

公司 

4.08% 0 5,000 2.28% 

 合计  218,380 390,000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初立民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0年6月13日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中成药、中药提取物、化学药制剂；人参、西洋参收

购、销售、初加工；收购、加工、销售中药材、食用农产品、土特产品；生产、

销售中药饮片(含直接口服饮片)、饮料(果蔬汁及其饮料类、固体饮料类、饮料

类)、糖果制品、水果制品(蜜饯)、茶叶及相关制品(调味茶、代用茶、速溶茶类)、

保健食品、食品；酒类销售；研发、生产、销售动、植物提取物；法律、法规允

许的进出口贸易；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及销售；消杀用品的生产、销售；中药材种

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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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155.66 108,410.03 

负债总额 78,638.14 82,656.50 

净资产 33,517.51 25,753.53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68.91 14.33 

利润总额 -11,954.24 -8,177.45 

净利润 -11,242.82 -7,763.98 

2、公司名称：吉林紫鑫红石种养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宝武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08年7月25日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销售及其进出口业务；农副产品种植、收购、销售；

人参种子培育、销售；人参、土特产品初加工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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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2,167.79 491,375.09 

负债总额 439,601.79 441,576.26 

净资产 52,566.00 49,798.83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87.87 0.124 

利润总额 -5,243.32 -2,767.17 

净利润 -5,243.32 -2,767.17 

3、公司名称：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春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0年6月28日 

经营范围：生物制药；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制造、销售；小

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制造、销售；收购、利用(非食用)经林业部门批准的驯

养、繁殖的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及其产品；动、植物提取物加工、销售；消毒

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制造、销售；人参、中草药种植、收购、加工、销售；谷

物、豆类、油料、薯类、棉花、麻类、糖料、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收

购、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作；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口服液、片剂、胶囊)、中

药饮片加工、销售；医疗器械研发、制造、销售；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日

用百货制造、销售；一次性口罩、棉质口罩、防尘口罩、防晒口罩、防护服、护

目镜、脱脂棉球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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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307.05 58,000.03 

负债总额 61,271.36 64,282.15 

净资产 -1,964.31 -6,282.12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5.56 203.93 

利润总额 -5,958.71 -4,317.81 

净利润 -5,958.71 -4,317.81 



                                                                                     

4、公司名称：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歆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02年2月8日 

经营范围：中成药 中药材 化学药品制剂加工销售(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批准

生产的项目生产经营) 食品加工(凭许可证经营) 销售 酒精 白酒及饮料酒制造

(按酒类生产许可证批准的项目范围生产经营) 针织品加工 广告业 种养殖业 

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从事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消杀用

品的生产和销售；中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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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96.14 62464.41 

负债总额 35,525.70 37,341.03 

净资产 28,870.44 25123.39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5.59 423.81 

利润总额 -5,502.34 -3,747.05 

净利润 -6,784.56 -3747.05 

5、公司名称：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文庆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1年11月30日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中药饮片(净制、切制、蒸制、

炒制、炙制、煅制)；人参、蘑菇、木耳、坚果、鹿茸销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牲畜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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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876.76 47,732.21 

负债总额 30,325.76 31,705.21 

净资产 18,551.00 16,027.01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6.13 179.1 

利润总额 -3,824.91 -2,524.00 

净利润 -3,824.91 -2,523.99 

6、公司名称：吉林紫鑫人参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春林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7日 

经营范围：人参及相关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肉

制品、饮料、蛋制品、糕点、豆制品、糖果制品(含巧克力及制品)、方便食品、

饼干、罐头、酒类制品、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茶叶及相

关制品、可可及烘焙咖啡产品、特殊膳食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批发兼零售；土特产品、食用农产品、鹿茸、日用百货、化妆品、消毒产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办公用品、纸质包装盒、非金属包装箱、

办公耗材、建筑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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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7.40 303.5 

负债总额 553.79 557.56 

净资产 -276.39 -254.05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5.11 223.1 



                                                                                     

利润总额 -3.36 22.34 

净利润 -3.36 22.33 

7、公司名称：吉林紫鑫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仲维华 

注册资本：2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02年3月6日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

生物制品(除疫苗)批发,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货物装卸,销售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卫生用品、日用百货,会议会展服务(不

含住宿、餐饮服务)；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土特产品、农副产

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消毒产品销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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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28.27 5018.76 

负债总额 8,234.65 8,371.53 

净资产 -2,606.37 -3,352.77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0.92 541.22 

利润总额 -1,023.44 -746.40 

净利润 -1,023.44 -746.4 

8、公司名称：吉林紫鑫参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媛媛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4日 

经营范围：植物提取物、保健食品、药品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

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植物提取物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土特产品、饮料(固体饮料、饮料)、糖

果制品(糖果)、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网上经营；中药材种植；中药材零售；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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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698.89 50,873.55 

负债总额 52,599.08 53,925.65 

净资产 -900.19 -3,052.11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5,710.27 -2,353.36 

净利润 -4,893.56 -2,151.92 

9、公司名称：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文庆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6年4月26日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生产销售；人参初加工；

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牲畜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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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091.13 32,815.12 

负债总额 27,379.35 28,439.70 

净资产 5,711.78 4,376.12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 

利润总额 -1,832.68 -1,335.65 



                                                                                     

净利润 -1,832.68 -1,335.65 

10、公司名称：吉林紫鑫高科技功能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军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6年3月31日 

经营范围：保健食品制造；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副食品加工；酒制造；糖

果制造；营养食品制造；饮料制造；利用互联网销售食品、饮料；化妆品销售；

日用品销售；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消杀用品的生产及销售；在法律法

规允许范围内从事进出口业务；土特产品加工及销售；种养殖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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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90.78 8863.41 

负债总额 4,559.39 4,106.56 

净资产 5,031.39 4,668.13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1 5.6 

利润总额 -523.77 -274.54 

净利润 -523.77 -317.19 

11、公司名称：北京中科紫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家起 

注册资本：2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30日 

经营范围：基因测序仪、基因测序仪配套试剂、检测试剂盒、新药保健食品、

食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销售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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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158.91 34,800.16 

负债总额 56,892.94 56,966.13 

净资产 -19,734.03 -22,165.98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2,051.72 -1,147.88 

净利润 -2,051.72 -1,147.88 

12、公司名称：吉林中科紫鑫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家起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14日 

经营范围：基因测序仪、基因测序仪配套试剂、检测试剂盒的生产销售；新

药、保健食品及食品、化学原料药、人参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成果转让(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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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0.32  932.57 

负债总额 68.70  66.44  

净资产 881.62  866.13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 

利润总额 -44.87  -15.48  

净利润 -44.87  -15.48 

 



                                                                                     

13、公司名称：吉林紫鑫医药产业园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小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持股比例：100% 

成立时间：2019年1月9日 

经营范围：医药企业孵化；公共技术平台的运用和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物

业管理服务；药品、保健食品、特医食品生化试剂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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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6  4.9 

负债总额 0.20  0.20  

净资产 4.76  4.7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 

利润总额 -0.10  -0.06  

净利润 -0.10  -0.1 

三、融资及担保具体情况 

公司与各级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担保事务包含的主要内容如

下： 

1、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业务、商业保理、定向融资工具、信托、

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方式。 

2、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等担保方式。 

3、本次事项是确定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总安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在被担保人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借贷时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视公

司及各子公司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了满足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而对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战



                                                                                     

略发展方向。公司为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均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符合

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的合理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

顺畅地筹集、使用资金，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出于子公

司生产经营所需，并且主要是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或授信提供担保。公司能够

实际掌握被担保对象的生产经营及资金管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公司能够较好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18,380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全资、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3%。 

逾期担保金额是124,985.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38%。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

一致意见。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