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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预计担保及授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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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1、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2、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

3、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

4、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司）

5、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

6、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公司）

7、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

8、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公司）

9、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公司）

10、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公司）

11、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

12、绵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公司）

13、南充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公司）

14、遂宁市西部华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公司）

15、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公司）

16、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公司）

17、九州通集团杭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公司）

18、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

19、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公司）

20、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公司）

21、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公司）

22、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公司）

23、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

24、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公司）

25、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公司）

26、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

27、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

28、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产业公司）

29、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饮片）

30、九州通集团安国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国公司）

31、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公司）

32、麻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麻城公司）

33、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公司）

34、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微元初公司）

35、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公司）

36、山东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器械公司）

37、东营市坤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营坤泰公司）

38、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公司）

39、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公司）

2014年度预计担保金额及最近一期的担保余额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2014年度可能为前述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总额不超过184.72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

2、本公司最近一期（截止2013年9月30日）实际担保余额为：495,850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 本公司2014年度预计担保授权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预计担保授权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已经于2013年12月19日披露（详见公司公告：临2013-048号），本次公告为

该相关内容的补充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促进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指：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业务经营需要，根据授信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要求，2014年度（指：2014年1月－2015年1月）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可能存在为以上列示的被担保人向各家银行（包

括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84.72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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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为以上被担保人2014年度计划授信额度内的银行

综合授信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并授权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关于担保的具

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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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上述担保授权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已经于2013年12月19日披露（详见公司公告：临2013-048号），本次公告为该相关内

容的补充公告。

2、 预计担保的最高授信限额184.72亿元，具体列示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的综合授信最

高限额

（

亿元

）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部

）

9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9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

2.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绵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0.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南充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0.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遂宁市西部华源医药有限公司

0.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集团杭州医药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

0.1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0.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0.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0.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0.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集团安国中药材有限公司

0.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0.2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麻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

0.1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0.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0.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0.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山东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东营市坤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0.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0.5

合计

184.7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1号之一

2、注册资本：158,829,700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

粉）、保健食品；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粤481018《医疗企业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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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械

设备及电子产品；洗涤用品、消毒产品（不含消毒器械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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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农副产品；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保险、劳务、认证、出国留学咨询）；医药企

业管理策划；工业用房出租、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生产、销售：纸箱（不含印刷）；普通货物的搬运、装卸、仓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4,002.37万元，净资产22,752.01万元；截止2012年9月30日，公

司总资产130,592.53万元、净资产23,492.40万元；201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4,236.54万元、净利润3,420.39万元。

（二）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和路666号

2、注册资本：1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

（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酒类；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避孕套避孕帽、早孕检验试纸、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监控化学品）、日用百货，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会务服务，商务信

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项），货运代理；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藏冷冻）、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95，725.98万元，净资产12，163.47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108，309.78万元、净资产17，345.2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48，946.90万元、净利润1，138.35万元。

（三）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88号

2、注册资本：29,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定点批发、经营医疗用毒性药品（有效期至2014年12月28日）；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

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疫苗、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第III类；注

射穿刺器械681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6825；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窥镜设备682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3；医用X射线设备6830；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5；口腔科材料6863；

介入材料6877；第II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1；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3；注射穿刺器械6815；普通诊察器械6820；医用电

子仪器设备6821；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3；物理治疗设备6826；中医器械

6827；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1；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0（不含体外诊断试剂）；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手术室、

急诊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6；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7；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

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第II、III：体外诊断试剂6840，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保健食品的销售；普通货运、货运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有效期至2018年03月03

日）；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上述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及期限经营，未获审批不得经营）；日用百货、化妆品、

日杂产品、消杀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玻璃仪器、物流设备、信息设备、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

备的销售；商务会展；国内广告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业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 （上述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

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146,605.68万元，净资产24,856.02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

司总资产184,443.71万元、净资产33,988.38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95,261.59万元、净利润2,532.36万元。

（四）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广平大街9号

2、注册资本：21,98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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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

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5月8日）；兽用原料药（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2017年02月28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03月28日）、白酒、啤

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进口酒、其他酒、销售保健食品、医疗器械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经营

范围为准）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3月20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利用www.jzteyao.com.cn网站发布网络广告。 销售日用百货、日用品、卫生用品、避孕套、避孕帽、早孕检测试纸、早孕

检测试笔、早孕检测盒、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品、医疗器械（Ⅰ类）、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零售海马、玳瑁制品；设计、制作网络广告；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介）；仓储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158,304.35万元，净资产36,317.4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

司总资产185,989.35万元、净资产38,116.01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340,832.46万元、净利润3,498.37万元。

（五）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开发区天辰大街288号

2、注册资本：17,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二类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有效期至2014年6月30日）；野生动物的批发、零售（许可

范围内）（有效期至2014年11月5日）；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腐

蚀品（不含剧毒品，成品油，第一类易制毒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批发（无仓储）（有效期至2015年11月7日）；许可范围

内的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安装、维修服务（有效期至2018年8月6日）；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2016年6月5日）；保健食

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有效期至2014年9月6日）。

一般经营项目：

医药技术开发；消毒品、化妆品、日用杂品、仪器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批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地租赁；国内广告业务；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专项许可后方可经营）；国际及国内贸易代理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77,951.07万元，净资产14,397.2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87,515.40万元、净资产21,385.26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75,846.64万元、净利润1,260.98万元。

（六）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长春南路1199号

2、注册资本：17,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刘兆年

4、经营范围：许可证经营项目：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销售（具体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以药监局核发的许可证为准）。普通

货物运输（具体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以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保健食品的销售（具体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以

卫生局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

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的销售；仓储服务，场地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

备租赁，商品经济业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92,916.82万元，净资产16,821.0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109,855.87万元、净资产24,274.61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6,084.81万元、净利润3,243.56万元。

（七）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殷华街476号

2、注册资本：18,000万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销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所列范

围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品）批发与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及物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日

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仓储服务；化妆品销售；自有场地租赁；车辆租赁；电子设备租赁；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77,951.07万元，净资产11,656.50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74,947.12万元、净资产19,623.19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40,169.05万元、净利润516.69万元。

（八）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福州开发区快安科技园区五号地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的收购，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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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有效期至2015年02月09日）；三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磁共振

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器具，三类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

合剂，介入器材、二类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中医器械、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

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与灭菌设备的批发（有效期至2015年5月11日）；经营保健食品；普通货运（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4月10日止）；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2016年8月15日）。

一般经营项目：仓储、货物运输代理；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需要另行审批的除外）；国内各类广告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管理策划；自有物业租赁、会议场地出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项目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为准；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40,996.53万元，净资产11,136.60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51,187.04万元、净资产10,575.5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4,489.70万元、净利润598.94万元。

（九）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沈阳市虎石台开发区建设路81号

2、注册资本：8,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

一、二、三类医疗器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审批许可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批

发、零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服务；一般经营项目：包装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农产品（不含种子）、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玻璃制品、化学制剂及消杀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批发、零售；农产品（不含粮食）收购；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仓储（不含化学危险品）、会务、商务信息、科技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25,698.94万元，净资产6,865.88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44,239.31万元、净资产8,788.17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92,182.81万元、净利润762.29万元。

（十）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新华大道二段728号1栋321-327号

2、注册资本：1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何俊明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粮、棉、油及需要行政许可的除外）；消毒品、化妆品、日用百货；仪器

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的批发；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地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另行审批的除外）。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按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2月1日止）； 销售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1月22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2013年11月4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32,694.58万元，净资产10,290.2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44,028.22万元、净资产12,119.90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86,610.48万元、净利润-212.24万元。

（十一）绵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二环路南段351号

2、注册资本：32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程乃聪

4、经营范围：主营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第二类：普通

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

料及制品。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持有绵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86.18%的股权，

绵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3，447.85万元，净资产2，801.26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3，368.84万元、净资产2，770.1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782.02万元、净利润-31.12万元。

（十二）南充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仪陇县新政镇解放一安置区29棟二单元2-1号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蒋志涛

4、经营范围：筹建（西药批发）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南充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南充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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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99.99万元、净资产999.49

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0万元、净利润-0.51万元。

（十三）遂宁市西部华源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遂宁市船山区西部现代物流港

2、注册资本：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何俊明

4、经营范围：销售：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不含预防

性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

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销售：消毒用品、卫生材料、化妆品、保健食品、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日用百货、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 中药材收购;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展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遂宁市西部华源医药有限公司55%的股

权，遂宁市西部华源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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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94.46万元，净资产2,048.70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6,071.59万元、净资产1,935.22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944.20万元、净利润-113.48万元。

（十四）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工业园江桥路2号

2、注册资本：1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除

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预包装食品（葡萄酒）；销售保健食品；大型餐馆（不含

凉菜，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现榨果蔬汁，水果拼盘，散装啤酒）；批发Ⅱ，Ⅲ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器械类）；普通货

运。 （有效期限至2013年6月19日）。 一般经营项目：中药材收购；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

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仓储设备及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

告；会展服务，商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45,805.84万元，净资产7,550.92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58,626.04万元、净资产13,362.56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0,466.86万元、净利润1,061.64万元。

（十五）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兰州市安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莫高大道28号

2、注册资本：8,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国限品种除外）、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含第一类精神药品）、抗生素原料

药、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食品批发；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普通货物

运输（以上项目凭许可证许可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中药材收购（不含国家限制品种）；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

（不含粮油及食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零售；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仓储及租赁；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

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与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以上项目国家禁止及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21,212.97万元，净资产3,699.53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31,039.63万元、净资产7,982.59万元；2013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0,403.57万元、净利润283.06万元。

（十六）九州通集团杭州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垦辉6路1号

2、注册资本：8,000万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6年9月13日）；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酒类（有效期至

2015年4月25日）；经营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有效期至2017年5月10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2014年5月24日）。 批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无需审批的第二类医疗器械、五金机械、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

妆品，玻璃仪器，消毒用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咨询，医药企业管理策划，服务医药技术开发；自有房屋

租赁，普通货物的装卸和搬运（除道路运输货物装卸）。（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九州通持有九州通集团杭州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九州通集团杭州

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500.03万元，净资产8,726.3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44,529.26万元、净资产8,941.45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80,850.68万元、净利润415.10万元。

（十七）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夏花公路501号D302、D306、D306房（仅作办公用）

2、注册资本：2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到2014年12月3日）；销售：Ⅱ类、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

Ⅱ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Ⅱ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Ⅱ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Ⅲ类6823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Ⅱ类、Ⅲ类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Ⅱ类、Ⅲ类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Ⅱ类、Ⅲ类6826物理治疗及康

复设备,Ⅱ类6827中医器械，Ⅱ类、Ⅲ类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Ⅱ类、Ⅲ类6830医用X射线设备，Ⅱ类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

备及部件,Ⅱ类、Ⅲ类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Ⅱ类、Ⅲ类6833医用核素设备,Ⅲ类6834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Ⅱ类、Ⅲ

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Ⅱ类、Ⅲ类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Ⅱ类、Ⅲ类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Ⅱ类、Ⅲ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Ⅱ类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Ⅱ类6856病房护

理设备及器具，Ⅱ类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Ⅱ类、Ⅲ类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Ⅱ类、Ⅲ类6863口腔科

材料，Ⅱ类、Ⅲ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Ⅱ类、Ⅲ类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Ⅱ类、Ⅲ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Ⅱ类、Ⅲ类6870软件，Ⅱ类、Ⅲ类6801～6812手术器械,� 6840体外诊断试剂（仅限广东省进入医疗器械门店的医疗器

械产品名录）（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3月1日）；批发：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5月13日）；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0日）；医药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医药行业投资策划；医药投资信息咨询、商品流通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批发：纺织品、服装、化妆

品、消毒产品、日用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广州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66,00.78万元，净资产3,196.92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10,405.63万元、净资产3,149.72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6,469.43万元、净利润495.62万元。

（十八）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368号

2、注册资本：6，000万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4月27日）、医疗器械二、三类（凭许可证核定范围至2017年8月9日）销售；保健食品（凭许可证

核定范围至2013年11月1日）、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进口酒、其他酒（凭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29日）；医药咨询、研发；医药物流技术研发、信息咨询与服务；日

用百货销售；会务、仓储服务；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6月17

日）。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15,262.01万元，净资产5,526.82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22,697.74万元、净资产5,491.49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 31,336.63万元,净利润-35.33万元。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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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肆仟伍佰万

3、法定代表人： 张映波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

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有效期至2016年11月1日）；Ⅱ、Ⅲ类医疗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

高频仪器设备；体外诊断试剂；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

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介入器材； Ⅱ类医疗器械：基础外科手术器械；神经外科手术器械；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

械；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

用激光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医用X射线设备；医药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

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有效期至2017年1月9日）。 医药企业管理策划；

环境监测设备、仪表仪器设备；五金交电（除助力自行车）、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化妆

品销售；工业用房出租、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洗涤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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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除粮油）；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普通货

物搬运、装卸、仓储（除危险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以上各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凡涉及许可

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广西

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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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971.43万元，净资产4,884.19万元；截止2013年9月31日，公司

总资产24,748.23万元、净资产4,900.42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1,728.07万元,净利润447.23万元。

（二十）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园（烟应公路以西）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陈波

4、经营范围：化学药制剂、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药品包装材料、滋补保健品，（经营期限至2013年11月19日）批发；医药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计生用品零售；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儿配方奶粉）销售（经营期限至2016年6月13日）；日用品、化妆品，农副土特产销售；卫生防疫制

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诊断药品、卫生材料销售（经营期限至2014年4月1日止）。 （凡涉许可的制度凭许可证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九州通集团应

城医药有限公司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247.66万元、净资产2,134.57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11,956.51万元、净资产2,010.59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541.31万元、净利润916.02万元。

（二十一）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11号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刘树林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

外诊断试剂、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的批发（有效期至2016年12月8日止）；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二、三类医疗器械仅限许可证上所列项目，且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0日止）；保健食品销售（有效期至2014年3月22日

止）；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限期至2014年12月27日止）；化妆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房

屋租赁；仓储（不含量危险品）；企业管理服务；会议会展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不含期货证券）。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122.33万元、净资产1，432.46万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13，914.64万元、净资产1，499.5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878.45万元、净利润427.08万元。

（二十二）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石井社区坪葵路22号

2、注册资本：1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凭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保健食品批发（具体品种按《保健

食品经营企业卫生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具体品种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普通货运（凭有效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信息咨询、企业投资策划（以上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纺织品、

服装、化妆品、日用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的购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定型包装

食品批发。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深圳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084.57万元、净资产1，733.45万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

司总资产6，498.92万元、净资产1,687.99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6,470.53万元、净利润112.09万元。

（二十三）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金园二横路2号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有效期至2014年12月15日）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保健食品（有效期至2014年3月

24日），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2015年10月26日），化妆品，二类及三类医疗器械（具体按G09017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核定的项目经营，有效期至2014年7月29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卫

星通讯接收设备）；医药投资信息咨询、医药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医药行业投资策划、商品流通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湛江九

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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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315.00万元、净资产1，160.44万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6，741.87万元、净资产1，257.38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9，947.60万元、净利润230.10万元。

（二十四）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镜湖东路2号

2、注册资本：1250.6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纪长群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二类、三类）、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许可证至2016

年8月27日止）、建筑电器、工业电器、建筑材料、电线电缆销售；医疗技术服务、医疗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医药及物流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

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凭许可证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70%的股权，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829.55万元、净资产1，334.27万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

产18，488.11万元、净资产1，517.81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474.80万元、净利润183.54万元。

（二十五）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广水路612号

2、注册资本：71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马志强

4、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

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经营Ⅲ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77介入材料Ⅱ、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Ⅱ、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2医用光学

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 6830医用X射线设备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6863口

腔科材料 Ⅱ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 6804眼科手术器械 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

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7中医器械 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

备及部件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6856病房护

理设备及器具 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Ⅱ类：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Ⅲ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体温计，血压计，磁疗器具，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医用卫生口

罩，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妊娠诊断试纸（早孕测试纸），避孕套，避孕帽，医用无菌纱布，日用百货，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消毒剂（不含危险品）、化妆品；仓储（不含危险及违禁物品），场地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经济信息咨

询，医疗器械维修、会务、展览展示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的100%股权，青岛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962.22万元、净资产7，288.14万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13018.15万元、净资产7363.46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2060.99万元、净利润360.18万元。

（二十六）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辰区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双口镇永保路1号）

2、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志军

4、经营范围：医药咨询；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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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III类、II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

器及内窥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

制品、II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

具批发；预包装食品、诊断药品、III、II；6840体外诊断试剂批发；保健食品（硬胶囊类、软胶囊类、颗粒类、片剂类、口服液类、

袋泡茶类、保健饮料类、保健酒类）销售；海马、玳瑁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包装制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

外）批发兼零售；从事广告业务；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仓库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天

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393.82万元、净资产4，607.03万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16,269.73万元、净资产4,771.4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4,382.33万元、净利润163.71万元。

（二十七）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东西湖区东西湖大道6120号

2、注册资本：200,000,000元

3、法定代表人：刘登攀

4、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农产品收购与销售（不含粮食）。（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取得有效审批文件或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60%的股权，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31，731.25万元，净资产21，236.5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35，229.54万元、净资产21，199.57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888.37万元、净利润36.98万元。

（二十八）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2、注册资本：25,000,000元

3、法定代表人：徐智斌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生产(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水果干制品(分装)(有效期至2014年1月16日)；代用茶（分装）

（有效期至2016年7月2日）；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烤类）（分装）（有效期至2016年7月2日）；蔬菜制品（食用菌制品-

干制食用菌）（分装） （有效期至2016年7月2日）；预包装批发（有效期至2016年5月14日）；化妆品、日用百货销售；普通

货物仓储；进出口贸易、中药材种植（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除外）；农副产品的购销（不含粮食）。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湖北金贵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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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9，886.15万元，净资产3，446.67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8，817.26万元、净资产3，838.89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549.92万元、净利润735.55万元。

（二十九）九州通集团安国中药材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国市保衡北大街599号

2、注册资本：70,000,000元

3、法定代表人：刘登攀

4、经营范围：中药材批发、农副产品收购；仓储服务，化妆品、日用百货批发；医药枝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

（国家限制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须经批准的项目，未获得批准前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九州通集团安国中药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九州通集团安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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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951.96万元，净资产6，698.96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

总资产13，457.9万元、净资产6，492.62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54.08万元、净利润-206.33万元。

（三十）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罗田县经济开发区

2、注册资本：15,000,� 000

3、法定代表人：刘登攀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炙制、蒸制、煮制、燀制、煅制、煨制、制炭）、毒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蒸

制、煮制、炒制）生产及销售（有效期至2018年5月6日止）；中药材种植；农副产品（不含粮食、蚕茧、烟叶、棉花）购销；中药

材种植技术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黄冈金贵中药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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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2，847.59万元，净资产701.34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

产3，062.60万元、净资产1，120.13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7.28.万元、净利润-281.21万元。

（三十一）麻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麻城经济开发区兴发路以东

2、注册资本：15,000,000.00元

3、法定代表人：尹旭仁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包含净制、切制、炒制、灸制、蒸制、煮制，不含毒性饮片）、代用茶加工、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

限内经营）；中药材种植（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除外）、粗加工、收购（甘草、麻黄草除外）、销售；中药材种植技术咨询；农

副特产（不含蚕茧、烟叶）的购销。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凭有限许可证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麻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麻城九州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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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0日，公司总资产2，245.58万元，净资产900.09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

产2，802.60万元、净资产1，436.26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83.25万元、净利润-163.84万元。

（三十二）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龙兴路1819号

2、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药饮片、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道路普通货物运输、II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

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0医用X射

线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不含体外诊断试剂）、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

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III

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不含体外诊断试剂）、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

室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收购、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医药技术开发咨询、销售一类医疗器械、卫生用

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会议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597.26万元、净资产1，403.87万元。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

总资产7，597.26万，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504.31万元、净资产2，993.4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7，

585.89万元、净利润410.43万元。

（三十三）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芜湖市环城西路6号环城西路小学综合办公楼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人代表：王劲松

4、经营范围：药品（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有效期至2016年3月1日止），

保健食品经营（有效期至2013年5月13日止）；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有效期至2014

年4月1日止）；二类医疗器械：基础外科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茵设备及器具；手术

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助听

器零售（有效期至2016年7月10日）；一类、二类医疗器械经营（涉及专项审批的除外）；化妆品、日用品、洗化用品、婴幼儿

及孕妇用品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65%的股份，安

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643.81万元、净资产1，311.22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4，988.94万元、净资产1，275.99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573.65万元、净利润235.77万元。

（三十四）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临沂市高新区双月湖路西段

2、注册资本：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马志强

4、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医药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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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二类）（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4年8

月24日）；Ⅱ、Ⅲ类医疗器械产品（隐形眼镜及护理用液、体外诊断试剂、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77介入器材除外）

（凭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4年7月14日）；普通货运（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6年5

月13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凭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3年8月5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日用百货（需许可经营的除外）；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及需许可经营的仓储项目）；场地租赁；广

告的制作、设计、代理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租赁。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

的除外，需许可经营的，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临沂

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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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472.99万元、净资产1，931.54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3，974.30万元、净资产1，942.84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8，597.75万元、净利润11.31万元。

（三十五）山东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2号4层E户

2、注册资本：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屹

4、经营范围：

Ⅲ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77介入器材Ⅱ、Ⅲ类：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使用无菌医

疗器械除外） 6815注射穿刺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除外）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角膜

接触镜及护理用液除外）6808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2医用光学器具 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Ⅱ

类：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6802显微外科手术器械 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山东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80%的股权，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子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177.86万元、净资产3，105.76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5，059.19万元、净资产3，629.83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764.67万元、净利润524.07万元。

（三十六）东营市坤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东营市东营区银河路1号

2、注册资本：2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屹

4、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销售；二、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隐形眼镜及护理液、助听器、体外诊断试剂、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77介入器材除外）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 （法律法规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的须凭许

可证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东营市坤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东营市坤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72.08万元、净资产196.13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

2，591.75万元，净资产206.31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786.83万元、净利润10.18万元。

（三十七）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庆云街东段隆鑫商城c坐三楼

2、注册资本：4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忠立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医疗

器械（按经营许可证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技术研发与咨询、仓储服务；消杀用品、化妆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机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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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

展览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的租赁；进口业务。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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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股权，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588.20万元、净资产4，268.45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

资产21，422.30万元、净资产5，004.38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164.96万元、净利润735.94万元。

（三十八）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大街420号

2、注册资本：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2月1日）；215/315

注射穿刺器械220普通诊察器械2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2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240/3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241/341医用化

验和基础设备器具2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254手术室、急诊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2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345体外循环

及血液处理设备266/3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1月20日）；化妆品、日用百

货、保健用品经销；仓储服务；医药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X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60%的股权，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36.21万元、净资产607.07万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

1，754.31万元、净资产484.56万元；2013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88.17万元、净利润-122.5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年度预计担保主要用于公司及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且被担保人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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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为上述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最近一期2013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495,850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对

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止201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96.68％、总资产的28.17％。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2013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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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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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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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合资公司）名称：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和比例：合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投资6,000万元，劲牌有限公司投资4，000万

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3、上述增资事项已经于2013年12月19日披露（详见公司公告：临2013-50号），本次公告为该相关内容的补充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产业政策调控风险：中药行业是国家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重点扶持的行业，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多项产业政策。

随着行业发展，医药监管部门对中药产业的调控与监管力度加大，对合资公司来说，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

2、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风险：合资公司主要从事中药研发、种植、加工与经营等，因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存

在一定的经营与市场竞争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持续推进公司中药业务的开发，拓展公司中药业务，本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与劲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牌公

司）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并已经披露（详见公司公告：临2013-050），现将相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公司与劲牌有限公司共同协商决定向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1亿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增资6000万元

人民币，劲牌有限公司增资4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上述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通过（详见公司公

告：临2013-048号）。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劲牌有限公司，1997年8月成立，注册资本10,406万元，注册地址：湖北省大冶市大冶大道169号，法定代表人：吴少勋；

经营范围：白酒、饮料、滋补酒、纸品生产、销售，塑料制品加工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国家限制的化学品）、建

筑材料的销售；罐头食品生产、销售；技术及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类）；金融、实业领域投资。 劲牌有限公司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因相关工作人员出差未提供。

三、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2，000万元，持股比例60％；劲牌公司出资人民币8，000万

元，持股比例40％；注册地：湖北省武汉市；经营范围：中药研发、种植、加工（含提取）、经营、咨询、进出口、农副产品购销以

及中药相关领域的投资。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劲牌公司本次增资1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劲牌公司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增资后

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公司与劲牌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60%、40%，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整合中药业务上、下游资源，持续推进公司中药业务的开发，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同

时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中药业务经营状况良好，同时本公司持有“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0%的股权，增资后公司持股比

例保持不变，风险可控，本次增资不会显著增加公司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增资协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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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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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二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在连云港国

信云台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

名，其中：董事秦兆平先生、戴广宇先生委托董事彭亮先生出席会议并表决，董事刘永军先生委托董事

刘福堂先生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张双根先生委托独立董事余春生先生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监

事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和充分讨论，对相关议案作出表决如下：

一、将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内贸易。 ”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内贸易；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 ” 。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决定于2014年1月10日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本公司于2013年12月2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24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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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定于2014年1月10日上午10:30召开。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月6日，于当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

连云港国信云台大酒店会议室（连云港市新浦区苍梧路27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将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内贸易。 ”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内贸易；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 ” 。

三、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介绍信、深圳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自然

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受托出席者，还须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和受托

人身份证），于2014年1月9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2：00至4：00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

开会当日会议召开前也可在会议现场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1、联系人：谭卫；电话：0518-85153595；传真：0518-85150105；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北郊

路6号；邮政编码：222006。

2、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事项

：

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

《

将公司

<

章程

>

原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

营范围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内贸易

。 ”，

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

经营范围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内贸易

；

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

。 ”》

提案

的表决意见如下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委托期限

：

截止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

委托人

（

签章

）：

被委托人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注册号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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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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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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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接到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来的 《关于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转制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财政部、工商总局

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 [2010]12号)的

文件精神，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相关工作，转制后，原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年9月28日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2013年11月4日取得营业执照，2013年12月10日取得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因此，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本次名称变更不属于更

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25

证券简称：云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43

债券代码：

122073

债券简称：

11

云维债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

购买贵州省盘县柏果镇麦地煤矿

58.4%

财产份额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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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 或“公司” ）于2013年12月18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

公司购买贵州省盘县柏果镇麦地煤矿58.4%财产份额的议案》，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

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购买贵州省盘县柏果镇麦地煤矿58.4%财产份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3-040）。 根据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二号《上市公司取得、转让矿业权

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要求，现补充公告如下：

一、专项法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焦化” ）聘请了上义

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收购贵州省盘县柏果镇麦地煤矿（以下简称“麦地煤矿” ）进行了尽职

调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云维股份

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受让贵州省盘县柏果镇麦地煤矿财产份额所涉及矿业权的法律意

见书》）。

二、补充说明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根据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大为焦化将确认本次投资收

益，这将对公司2013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确认的投资

收益将增加公司2013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600万元 （本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具体数据在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补充说明本次收购的风险

本次收购的标的属于有限合伙企业，大为焦化作为有限合伙人，虽然购买了麦地煤矿

58.4%的财务份额，但根据《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大为焦化不得作为麦地煤矿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存在对麦地煤矿实质控制的风险。

四、其它说明

麦地煤矿位于贵州省盘县柏果镇继光村， 直线距离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为焦化控股

51%的盘县大为煤业有限公司约5公里， 共同购买方为盘县大为煤业有限公司3位法人股

东，购买完成后麦地煤矿的生产煤均供给盘县大为煤业有限公司，选洗后供应给公司的炼

焦生产装置；公司已向麦地煤矿委派了财务负责人和部分管理人员，加强对麦地煤矿的管

理和控制。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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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编号：临

2013-070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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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 、“公司” ）于12月20

日接到股东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投资” ）的通知，卧

龙投资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 ）于2013年12月

13日签订了股份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卧龙电气200,000,000股（占总股本

18.01%）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开行，质押期限自2013年12月19日至2016年9

月20日，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

票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卧龙投资共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422,798,48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8.07%， 其中质押股票共计20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1%。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是为了解除卧龙电气对卧龙投资向国开行外汇资金贷

款的担保，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3-071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580

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编号：临

2013-071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责任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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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3日，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 、

“公司” ）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 ）签署了《外汇

资金贷款保证合同》， 为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卧龙投

资” ）向国开行申请7150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从2011年9月23日至

2016年9月20日。

目前，卧龙投资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提供了上述外汇贷款的担保，国开行

已书面同意解除卧龙电气对上述外汇贷款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