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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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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9年4月11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股东刘树林先生的通知，

刘树林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华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质押期限为半年，初始交易日为2019年4月10日，上述证券质

押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截至2019年4月11日，刘树林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6,317,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0%，本次股权

质押后， 刘树林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1,300万股， 占刘树林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9.4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69%。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19年4月10日 半年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0 0.69%

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弘康”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截至2019年4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楚昌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刘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006,214,

8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3.59%， 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

824,733,643股，占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1.9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3.92%。

截至本公告日，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

数（股）

持有股份数（股）

质押股份数量占

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

质押股份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8,461,170 284,613,898 69.73% 10.57%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5,080,897 437,441,118 92.60% 21.57%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105,431,576 132,624,583 79.50% 5.62%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102,760,000 102,763,876 99.99% 5.47%

刘树林 13,000,000 26,317,200 49.40% 0.69%

刘兆年 0 22,454,200 0 0

合计 824,733,643 1,006,214,875 81.96% 43.92%

刘树林为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其股份质押的目的为资金需要，质押融资的还款来

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暂无可能引发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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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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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

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西安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公

司、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无锡星洲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福建讬嵄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235,500.0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934,930.00万元，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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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下

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及《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2018-127、临2019-001）。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及《关于2019年

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根据业务

发展需要计划向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399.09�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并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协商后确定关于

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事项，包括：（1）授信银行（或其他授信主体）的选择、申请额度与期限、授信方式等；

（2）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件等。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为以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申请授

信20,000.00万元，期限36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安宁支行申请授信

5,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授信3,000.00�

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申请授信1,400.00�

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5、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 10,000.00�

万元，期限11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6、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 15,00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7、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授信3,

500.00万元，期限6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8、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9、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

申请授信10,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0、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1、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授

信6,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2、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申请授信7,

000.00万元，期限10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3、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4、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10,

000.00万元，期限10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5、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10,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6、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7、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金寨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

1,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8、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9、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支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0、 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授信2,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1、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授信2,4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2、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授信2,8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3、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授信2,8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4、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5、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申请授

信6,3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6、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7、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

行申请授信2,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8、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授信10,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9、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成支行申请授信1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0、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里棚

支行申请授信3,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1、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授信7,

000.00万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2、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授信6,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3、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申请授信4,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4、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授信 6,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5、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6,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6、无锡星洲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申请授

信1,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7、无锡星洲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梁溪支行申请授

信1,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8、无锡星洲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授信1,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9、福建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

3,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0、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西支行申

请授信2,8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1、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授信10,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2、 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3、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4、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

3,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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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9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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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剂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药品，

生物制品，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 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04月18

日）；销售医疗器械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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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1月29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4

月07日）；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限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4月11日）；销售日用品、卫生用品、避孕套、避孕帽、早孕检

测试纸、早孕检测笔、早孕检测盒、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品、医疗器械（Ⅰ类、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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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租赁医疗设备；

技术咨询；技术检测；经济信息咨询；施工总承包。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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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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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7%的股权，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67,016.81万元、净资产109,712.44万元；2018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24,416.65万元、净利润11,814.48万元。

（二）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山大道中段2069号

2、注册资本：23,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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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消杀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文体用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

零售；医疗器械的销售【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证》许可范围及有效期限

经营】；普通货物运输；中药材收购（不含国家限制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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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的租赁；软件开发、销售

及维护【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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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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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3,076.42万元、净资产23,938.09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92,967.99万元、净利润291.27万元。

（三）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宝湖中路412号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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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杀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文体用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零售；医疗器械的销售；普

通货物运输；中药材收购（不含国家限制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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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设备的租赁；软件开发、

销售及维护。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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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485.83万元、净资产4,999.64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销售收入5,477.35万元、净利润36.97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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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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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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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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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农副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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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技术研发与咨询、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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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停车场服务；住宿服务；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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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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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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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19,448.98万元、净资产24,973.04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55,555.37万元、净利润1,372.91万元。

（五）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1199号

2、注册资本：6,2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乳粉、婴幼儿配方乳粉），

药品及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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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品及器械，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场地租赁，广告业，

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品经纪业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包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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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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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44,431.12万元、净资产80,932.93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52,314.60万元、净利润3,761.48万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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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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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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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租赁：I、II、III类医疗器

械（以上两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医药企业管理策划；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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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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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保健食品（以上三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

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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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以上两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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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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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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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8,096.44万元、净资产27,613.15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96,561.32万元、净利润2,653.42万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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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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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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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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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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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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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8,023.37万元、净资产1,210.38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54,415.85万元、净利润613.79万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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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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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项），货

运代理；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食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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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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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9,177.28万元、净资产29,988.95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83,312.13万元、净利润5,348.33万元。

（九）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路27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纪长群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一类、二类、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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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品（限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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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经营

（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医疗用毒性药品定点经营（批发）；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托盘、垫板销售；五金、办公用品、计算

机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维修；消毒用品、化妆品批发兼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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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

公司100%的股权，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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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5,220.68万元、净资产11,436.46万元；2019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36,527.73万元、净利润594.89万元。

（十）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金寨县南溪镇门前村槐树组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朱志国

4、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初加工、购销及技术咨询;农副产品初加工(清洗、切碎、晾晒、烘干)、购销;

普通货物仓储运输;电子商务服务;商务信息、物流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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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有金寨九州天润

中药产业有限公司51%股权，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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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541.60万元、净资产3,202.86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销售收入4,893.59万元、净利润0.79万元。

（十一）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工业二路299号10幢10801室和10804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体外诊断试剂、生物制品（疫

苗除外）、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计生用品、第一、

二、三类医疗器械、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药用辅料、化工产品和化学试剂（易制毒、危险品、

监控化学品除外）、玻璃仪器、化妆品、日用百货、服装、消毒用品、农副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信设

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文化用品、办公设备、物流设备的销售；物流技术开发与服

务；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期货、基金投资咨询等专

控除外）；机电设备安装；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咨询、安

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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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权，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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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7,129.64万元、净资产10,614.43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37,777.34万元、净利润866.53万元。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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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2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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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冷藏品冷冻食品）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医

药及物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消毒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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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相

关领域的投资；医疗设备租赁；销售化学试剂；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工程设计、

施工、监理；机电安装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初级农产品、化工产品的销售；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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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3.14%股权，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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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5,489.95万元、净资产57,704.16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48,038.36万元、净利润2,900.27万元。

（十三）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38号阳明锦城24栋701-702室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贸易咨询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法可开

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51%股权，江西盈辉实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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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4,080.26万元、净资产3,900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销售收入3,107.01万元、净利润-64万元 。

（十四）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兴业路198号8#整座（自贸试验区内）。

2、注册资本：37,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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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第三方药

品物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药用辅料、药用包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经营保健食品、化妆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酒类；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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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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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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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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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9,536.59万元、净资产41,212.31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5,037.21万元、净利润1,028.93万元。

（十五）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一段359号

2、注册资本：1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药品、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乳制品、预包装食品、散装

食品、化妆品、卫生用品、婴儿用品、日用百货、放射性药品、化学原料药、进口酒类、食品添加剂的批发；中

药材收购、批发；医药原料、消毒剂、医疗实验室设备和器具、疫苗、生物制品、医药辅料、保健品、药用辅料

对照品、药用胶囊、蜂产品（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蜂产品制品）、食品、冷冻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米粉、计生用品、明胶、艾制品、日用品、保健食品、农产品、Ⅱ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食品的互联网

销售；互联网药品交易；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交易服务；血液制品经营；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

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物流园运营服务；物流代理服务；

仓储代理服务；冷链运营；冷链管理；冷链仓储；冷链物流；房屋租赁；兽药经营；场地租赁；仓储管理服务；

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冷库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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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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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 48,168.22万元、净资产13,166.9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55,810.31万元、净利润361.1万元。

（十六）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仑区霞浦街道水俞村29幢1号

2、注册资本：3,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经营范围：药品经营；医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汽车租赁；办公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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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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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748.64万元、净资产3,332.54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销售收入0万元、净利润-25.51万元。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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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万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龚力

4、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收购中药材、农副产品、土特产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

保鲜设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2月26日）；食品流通；销售：医疗器械、卫生用品、日

用百货、化妆品、消毒产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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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技术开发咨询、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技术服务；自有房屋出租、场地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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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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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2,381.08万元、净资产25,251.43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83,485.83万元、净利润1,034.53万元。

（十八）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医药产业园纵三路1号）

2、注册资本：30,6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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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

疗器械（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消毒用品、保健用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医

学检验服务、生物科技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医药信息咨询、商务咨询服务；药品仓库管理服务、仓储装卸

服务（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货物中转、货运信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运；计算机软硬

件开发及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51%股权，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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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9,990.43万元、净资产31,459.12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77,511.57万元、净利润214.11万元。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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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定点批发经营医疗用毒性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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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

品、疫苗、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兽药、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消杀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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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药用辅料、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化

工原料及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添加剂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互联网药品交易和药品信息服务；自有房屋出租；商务会展；会议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品信息

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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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系

统集成服务；医疗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中药代煎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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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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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92,679.04万元、净资产122,931.86万元；2018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29,316.51万元、净利润9,604.55万元。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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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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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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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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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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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8,427.51万元、净资产38,453.28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62,462.14万元、净利润2,236.33万元。

（二十一）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美安三街、安读一路路口1号三楼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舒小斌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终止妊娠药品、医药中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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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制剂，卫生消毒剂，卫生清洗剂，第

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技术及成果转让，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保健食品的批发兼零售、日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药用辅料、药用包装材料、化工产品、（化学危

险除外）、消毒用品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健康管理、健

康咨询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

公司100%股权，海南九州通康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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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947.15万元、净资产3,875.59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销售收入4,890.07万元、净利润48.29万元。

（二十二）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航空街888号

2、注册资本：3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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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二类

精神药品；经销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经销保健食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酒

类；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仓储服务；医药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经销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在该许可的

有效期内从事经营）；销售消杀产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烟草广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除外）、

房屋租赁；销售包装材料、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危险有毒化学品除外）；医药用品制造，餐饮服务，会议

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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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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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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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0,107.61万元、净资产29,971.64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88,856.10万元、净利润-332.21万元。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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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徐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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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类）；预包

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热食类食品制售；批发Ⅰ、Ⅱ、Ⅲ类医疗器械；第三方药品物流储存配送药品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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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营项目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普通货运（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

围内从事经营）。 销售：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用杂品

（不含烟花爆竹）、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教学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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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会展服务、市场推广服务；商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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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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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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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0,458.11万元、净资产50,136.89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73,797.89万元、净利润3,096.80万元。

（二十四）无锡星洲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蠡园经济开发区创意产业园滴翠路100号6号楼3楼、8号楼2楼

2、注册资本：4,08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药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药品的零售

（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家庭用品的销售；贸易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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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无锡星洲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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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8,035.44万元、净资产3,584.23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48,007.59万元、净利润-369.28万元。

（二十五）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街道广达路 378�号广达汇多利专业建材装饰城1#楼16层

01、02、03、04室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批发、代购代销；医疗器械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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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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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465.85万元、净资产5,167.90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537.70万元、净利润134.14万元。

（二十六）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200号（4-4）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范围详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保健食品经营；保健用

品、化妆品、日用品（法律法规禁止或规定需经有关部门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电脑及其应用软件、电子

产品及配件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消杀、消毒类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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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

有限公司100%股权，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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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70,838.91万元、净资产10,162.78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36,944.44万元、净利润603.09万元。

（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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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包装制品、卫生材料、医

药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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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化

学制剂及消杀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批发、零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农产品（不含粮食）收购；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会务、商务信息、电子科技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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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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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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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股权，辽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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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7,573.96万元、净资产40,835.45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47,087.01万元、净利润614.40万元。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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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厂房A(1-4层)、B（1-4层）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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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产品（不含

消毒器械类）、办公家具、健身器材、纸制品、电线电缆、包装材料、办公用品、农副产品、药用包材、药用辅

料、化工产品、实验室设备、仪器仪表的购销；医疗专用车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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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类激素的批发；保健食品批

发；医疗器械经营；普通货运；定型包装食品的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及零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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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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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3,624.03万元、净资产4,238.92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52,649.03万元、净利润335.76万元。

（二十九）天津九州通达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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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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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

剂、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药用辅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药品包装材料及

容器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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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用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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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经营）；仓储服

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计算机辅助设备销售、技

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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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1,298.75万元、净资产11,955.07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61,518.19万元、净利润706.88万元。

（三十）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长春中路2319号

2、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生产；含茶制品和代用茶。 中药饮片研发，中药材的种植及销售，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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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的销售；仓储服务；

广告业；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100%股权，新疆和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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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077.89万元、净资产3,436.85万元；2018年1-9

月实现销售收入8,253.15万元、净利润645.5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6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235,500.00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934,930.00万元，全部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

的52.29%，总资产的15.36%。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18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汇安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4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安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安丰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5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增基金经理姓名 戴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仇秉则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增基金经理姓名 戴杰

任职日期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从业年限 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年

过往从业经历

复旦大学数学本科、硕士，5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曾任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先后担任数量分析师和投资经

理。 2016年10月24日加入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指数与

量化投资部高级经理一职。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时间

2017年7月27日至2018年8月9日， 任汇安丰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7年3月23日至2019年3月8日，任汇安丰华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7年7月19日至2019年3月

8日， 任汇安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7年1

月17日至今， 任汇安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年3月22日至今， 任汇安丰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 2017年11月22日至今，任汇安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8年2月13日至今，任汇安成长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8年7月26日至今，任汇安量化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报备。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9-015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澄清公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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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大众汽车未就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股权收购事宜进行正式的商务谈判， 也没有关于股权收

购的方案。

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发布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江淮汽车 临

2019-014），针对近期媒体报道“大众汽车正考虑收购公司大量股份......大众的收购计划尚处于初期阶

段，但它渴望从江淮汽车股东手中购买大量股份”等传闻进行了澄清，现就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公司与大众汽车未就报道中提及的事宜进行正式的商务谈判，也没有关于股权收购的方案。

公司与大众汽车在新能源乘用车合资合作的基础上，双方一直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探讨，双方未

形成任何正式的方案。 双方能否形成合作、具体的合作方式以及可能涉及的审批等事项，都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公司与大众汽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 9�月 6�日签署合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拟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2017�年 6�月 1�日，公司与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了《合资合同》，2017�年 12�月 22�日，合资公司正式成立。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上述事项不会给公司造成影响。经公司初步预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000万元左右。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9-016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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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2019年4月9日、4月10日、4月11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公司核查发现的重大事项： 公司与大众汽车未就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股权收购事宜进行正式的商

务谈判，也没有关于股权收购的方案。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9年4月9日、4月10日、4月11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形，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求证，特作出以下说明：

1、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没有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3、近期媒体报道“大众汽车正考虑收购公司大量股份......大众的收购计划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它渴

望从江淮汽车股东手中购买大量股份” ，经核查，公司与大众汽车未就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股权收购事宜

进行正式的商务谈判，也没有关于股权收购的方案。 针对该事项，公司已于2019年4月11日发布《安徽江

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江淮汽车 临2019-014)和2019年4月12日发布《安徽江淮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澄清公告的补充公告》（江淮汽车 临2019-015）。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298

证券简称：杭叉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07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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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杭叉集团” ）于2018年1月19日、2月6日分别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2亿元进行现金管理，并在12亿额度内，资金

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或协议等

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详

见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杭叉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04）、《杭叉集团：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08） 及公司于2018年2月7日披露的 《杭叉集团：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1）。

一、投资产品基本情况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投资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资金来

源

投资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计（实

际）年化收

益率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

自有

四川信托·天府聚鑫3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2019-2-26 2019-8-26 7.6% 否

2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

自有

四川信托·天府聚鑫3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2019-3-1 2019-9-2 7.6% 否

3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

自有

四川信托·天府聚鑫3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 2019-3-12 2019-9-12 7.6% 否

4

浙商金汇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 浙金·汇城94号嵊州南投 2,000 2019-3-15 2019-9-15 8.2% 否

5

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

中航信托·天启556号天诚

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000 2019-3-22 2020-3-20 8.0% 否

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自有

中航信托·天启556号天诚聚富

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2019-3-28 2019-10-28 7.6% 否

7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有

浙金·汇业242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000 2019-3-28 2019-9-28 8.1% 否

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自有

中融-恒融19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000 2019-4-3 2020-4-2 8.4% 否

9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自有

四川信托·天府聚鑫3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000 2019-4-9 2019-10-9 7.6% 否

1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自有

四川信托·天府聚鑫3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000 2019-4-10 2019-7-10 7.0% 否

1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自有

中融-骥睿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5,000 2019-4-11 2020-4-11 7.2% 否

12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自有

中航信托·天启 【2018】273号

济南恒大绿洲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000 2019-4-11 2020-4-11 8.4% 否

合 计 41,000 / / / /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购买投资产品的协议对方均为信托公司。 公司已对上述信托投资产品发行人的基本情况、信用

等级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上述协议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仅限于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短期理财产品。 公司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授权财务负责人及财务部门相关岗位人员负责投资理财的

具体实施工作。 同时，公司将密切跟踪和分析每笔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

对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实现收益

最大化。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 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提升经营绩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其他说明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告日，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

额（本金部分）为11.90亿元。

特此公告。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6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到期

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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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7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保本型证

券公司收益凭证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单

个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在该议案获得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由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

施。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72）。

一、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名称 账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成立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元）

泸州长江机

械有限公司

606257918

与利率挂

钩的结构

性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万元 90天

2019年1月4

日

2019年4月4

日

318,082.19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合计30,318,082.19元均已到账。

二、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9年4月10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并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泸州长江机械

有限公司

“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万元 2019年4月30日 见注一 见注二

注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乾元-周周利” 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系持

续运作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赎回部分或全部份额。 理财产品到期日

需要待赎回时才能确认。

注二：该理财产品存续期限与预期年化收益率的对应关系如下：存续天数小于7天、7天（含）-14天、

14天（含）-28天、28天（含）-63天、63天（含）-91天、91天（含）-182天、182天（含）-364天、364天

（含）以上，对应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分别为2.10%、2.20%、3.00%、3.25%、3.30%、3.35%、3.50%、3.60。 因

此，预计年化收益率以赎回时所实际持有的期限对应计算。

上述理财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及收益币种为人民币，产品风险类型为低风险产品，资

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在该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进行

的，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6,000� 万元（包含本

次购买的理财产品）。

四、备查文件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