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1/1/21

星期四

B04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998� � � � � � �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1-008

�转债代码：110034� � � � � � � � � �转债简称：九州转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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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45家公司；

● 本季度担保金额：本季度担保金额合计486,100.00万元；

●本季度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1,919,599.00万元，主要

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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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审议情况：公司已于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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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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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可能存在为被担保人向各家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445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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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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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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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128、临2020-005）。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月）

授信银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4,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0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

司

8,000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

司

4,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2,000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2,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3,000 12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3,000 12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5,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4,8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公

司

2,000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9,9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三全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10,000 12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都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2,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5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交通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5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交通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5,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10,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

有限公司

1,000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5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新华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9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7,000 1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

新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5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

新区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九州通金合(大连)药业有限

公司

1,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

公司

3,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000 84 国际金融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000 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6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7,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尚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1,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5,000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4,9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2,000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2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都江堰天马分理处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3,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

司

2,000 1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

司

3,000 1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 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乌鲁木齐佰特健民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1,000 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湖路支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西藏三通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咸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500 1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12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

公司

3,000 1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

公司

2,000 1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

合计 486,1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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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纪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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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药品（限第二类）、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一、二、三类、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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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消毒用品、农副产品、化妆品的销售；医药咨

询、研发；医药物流技术研发、信息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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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销售、特种车辆、保健用品、卫生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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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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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56,245.90万元、净资产 47,844.60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40,271.75万元、净利润1,237.99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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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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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零售海马、玳瑁制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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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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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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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32,925.01万元、净资产119,200.2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56,249.03万元、净利润12,042.88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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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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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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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8,114.94万元、净资产13,419.91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86,959.14万元、净利润934.05万元。

（四）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广平大街9号8幢2层229室—233室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租赁医

疗器械Ⅰ类、Ⅱ类；维修医疗器械；经济贸易咨询；投资管理；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销售日用品、卫生用

品、避孕套、避孕帽、早孕检验试纸、早孕检验试笔、早孕检验盒、化妆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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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

售食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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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九州通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九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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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5,364.85万元、净资产6,834.66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40,983.42万元、净利润745.85万元。

（五）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湾达路96-1号

2、注册资本：46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史洪伟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

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奶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

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化妆品、消杀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产品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一般广告；普通货物仓储；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商业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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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65.22%的股权，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6,286.28万元、净资产4,072.52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3,293.01万元、净利润183.17万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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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01#店面

编号05、06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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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5,799.92万元、净资产9,015.87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423.72万元、净利润604.38万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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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1,735.15万元、净资产39,874.24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15,250.52万元、净利润-16.18万元。

（八）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公路1421号202室

2、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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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州通讬嵄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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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5,036.52万元、净资产12,863.02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37,778.34万元、净利润373.66万元。

（九）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69号804房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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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州通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51%股权，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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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755.88万元、净资产11,518.56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0,068.71万元、净利润652.69万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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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药品经营；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食品流通；货运经营；销售：化妆品、卫生用

品、第一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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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工原

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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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农副产品；汽车销售；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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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危险

化学品）、（不设店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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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04,812.23万元、净资产76,066.29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01,017.85万元、净利润9,533.71万元。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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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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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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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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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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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7,468.97万元、净资产29,401.37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8,750.33万元、净利润1,588.74万元。

（十二）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街道办事处利民村呼兰大道1号

2、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瑞环

4、经营范围：批发药品；经销：卫生用品、消毒产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化妆品、文教用品、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陶瓷制品、包装材料、五金交电、医疗器械；企业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图文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广告业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

爆品、危险化学品），道路货运经营，装卸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60.96%股权，哈尔滨九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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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6,256.92万元、净资产25,060.56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9,566.67万元、净利润-1,485.37万元。

（十三）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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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药品批发；特种设备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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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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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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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用品销售；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8%的股权，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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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5,314.75万元、净资产7,975.74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464.77万元、净利润-529.68万元。

（十四）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乡市红旗区工业园区海马路03号

2、注册资本：2653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超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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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

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批发零售；日用百货（不含弩、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销售；医药信息咨询；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保健食品、消毒用品（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体外诊断试剂、化学

试剂（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玻璃仪器、保健用品、化学原料药（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销售；

进出口贸易；第三方物流；增值电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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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

公司51%股权，河南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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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4,360.55万元、净资产28,800.81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10,556.12万元、净利润1,202.60万元。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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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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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4,527.69万元、净资产31,618.03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9,435.50万元、净利润758.46万元。

（十六）河南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南、桐柏路东、文化宫路西4幢18层1812号、1810号、1801号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医药信息咨询；销售、租赁：第一类、第二

类、第三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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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用品，发电机组，办公家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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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软件的开发、销售与售后服

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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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51%股权，河南九州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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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3,189.06万元、净资产5,629.65万元；2020年

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2,898.69万元、净利润271.86万元。

（十七）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1、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26号中孚大厦7楼G型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其他化工产品、发电机组、办公家具、实验室

设备、汽车；房屋租赁；仪器设备租赁；医疗设备安装、维修；会议会展服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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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九州通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51%股权，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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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702.93万元、净资产4,204.51万元；2020年

1-12月实现销售收入7,966.91万元、净利润165.50万元。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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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办事处前程大道369号1号楼

2、注册资本：玖亿肆仟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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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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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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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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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30,734.97万元、净资产

176,485.66万元；2020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80,320.24万元、净利润6,915.41万元。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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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销售：医疗器械、卫生用品、保

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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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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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3,450.45万元、净资产25,882.88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0,286.43万元、净利润734.68万元。

（二十）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城路16号2号研发楼2层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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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

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生物制品（含冷藏冷冻药品）批发；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

剂）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初级农产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零兼营；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普通货运；会议会展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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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湖北九州通合和

康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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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398.02万元、净资产2,091.32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7,188.18万元、净利润69.03万元。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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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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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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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1,414.35万元、净资产29,504.75万元；2020

年1月-9月实现销售收入97,319.12万元、净利润662.19万元。

（二十二）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淮安市清河新区广州路55号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

营；保健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药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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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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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淮安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淮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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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6,211.59万元、净资产6,938.8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72,379.23万元、净利润427.61万元。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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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2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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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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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26,658.03万元、净资产59,474.55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64,053.13万元、净利润787.69万元。

（二十四）九州通金合（大连）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拥政街34号、36号一层公建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史洪伟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

品批发；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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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用百货、化妆品、包装制品、文化用品、玻

璃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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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金合（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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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029.99万元、净资产2,167.77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7,723.24万元、净利润139.02万元。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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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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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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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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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5,722.79万元、净资产30,575.99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43,629.76万元、净利润718.33万元。

（二十六）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2.注册资本： 187381.0877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长云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西药）、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麻

醉药品、蛋白同化剂、肽类激素批发危险化学品消毒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药

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

询）、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日用家电、五金、玩具、酒类、电子和数码产品销售预包

装食品（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疗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它婴幼

儿配方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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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医

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

售、农药销售药用辅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热食类食品制售互联网药品和医疗器械信息服务；汽

车新车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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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7,871,665.69万元、净资产2,491,007.59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897,017.18万元、净利润99,300.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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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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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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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9,539.14万元、净资产45,949.23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48,824.62万元、净利润4,566.37万元。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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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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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402.78万元、净资产5,634.16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7,079.90万元、净利润267.65万元。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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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软件、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批发：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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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日用百

货、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洗涤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妆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品）；仓储（不含冷冻、冷

藏、制冷等涉氨经营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储存）；场地租赁；房屋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

经济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医疗器械维修（不含特种设备）；环保设备的设计、研发、批发、

零售、安装、维修（不含特种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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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100%股权，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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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3,279.15万元、净资产12,362.78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54,487.55万元、净利润545.62万元。

（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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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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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

赁；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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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

理；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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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

食品添加剂销售；中草药收购；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软件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

销；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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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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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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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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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32,624.19万元、净资产 73,095.7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04,504.42万元、净利润2,407.73万元。

（三十一）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大道9号

2、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药品包装材料、卫生用品、消毒用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特殊医学配

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药用辅料、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化学试剂

（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化妆品、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物流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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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中药材的收购；房

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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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咨

询（证券、期货等专控除外）。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

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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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3,460.53万元、净资产21,482.44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7,717.46万元、净利润615.57万元。

（三十二）上海九州通尚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88弄22号楼5楼510室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化学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气设备、家具、化妆品、日用百货、包装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制冷设备、阀门、管道、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供应链管理，

自有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施

工一体化，机电设备安装、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报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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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尚通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上海九州通尚通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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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703.08万元、净资产3,219.48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850.56万元、净利润200.53万元。

（三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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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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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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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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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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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9,087.77万元、净资产62,772.26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13,808.12万元、净利润21,083.55万元。

（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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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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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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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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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3,506.64万元、净资产7,943.47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89,199.92万元、净利润986.13万元。

（三十五）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檬桥路777号

2、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加工；医药技术开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广告的制

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投资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活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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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

化学原料药、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药用辅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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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收购、销售；销售：营养食品；

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3.33%股权，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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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7,626.91万元、净资产63,851.74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07,343.66万元、净利润1,808.86万元。

（三十六）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四路166号第1栋2单元8层4、5号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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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业化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商品批发与零售；

租赁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维修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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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瑞健恒业科技

有限公司51%股权，四川瑞健恒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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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3,016.83万元、净资产8,130.65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6,713.80万元、净利润200.42万元。

（三十七）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兴化市电厂北路26号

2、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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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品(限二类)、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三类医疗器械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无须审批的一类、二类医疗

器械、卫生材料、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日用品、化妆品、洗涤用品批发与零售;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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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全权委托经营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7,850.86万元、净资产3,028.04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9,492.25万元、净利润-586.58元。

（三十八）乌鲁木齐佰特健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北路3999号阳光恒昌·商务公园总部办公二期

2-20幢1-3层商务办公101号（101、102、201、202、203、302）2、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徐焱锋

4、经营范围：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安装、维修及租赁，医疗设备租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

开发，管道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大气污染治理，保洁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销售：消毒用品，实验室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体育用品，塑料制

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农畜产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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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乌鲁木齐佰特健民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51%股权，乌鲁木齐佰特健民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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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609.34万元、净资产4,208.65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7,222.53万元、净利润173.93万元。

（三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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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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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食品添加剂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包

装专用设备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电气

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

输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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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兽药经

营；农药批发；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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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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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7,301.15万元、净资产24,205.31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63,263.69万元、净利润1,217.87万元。

（四十）西藏三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拉青西一路7号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销售（凭藏AA89100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用辅料、医

疗器械（凭藏拉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1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中药材

及土特产品、计算机耗材及设备、机电产品、实验室设备及耗材、教学器械及设备、健身器材、办公用品、

劳保用品、针纺织品、礼品、家具、消毒用品、电线电缆电源设备、水利水电设备、电气设备、日用百货、药

用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工品和易制毒化工品）、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救护车、移动体检车、

专用车辆、冬虫夏草、藏红花、民族服装服饰、藏香、户外用品、民族手工艺品、保健食品、乳制品、牛肉制

品、泡酒料、含酒精饮料、电子产品（不含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的软件及硬件、化妆品、预包装食品的销

售；医疗器械安装、检测、维修；医药物流技术服务、医药信息技术服务；医药技术研究与开发；电子商务、

信息咨询服务、会务推广；仓储服务及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品和易燃易爆危险品）；房屋、医疗设备租赁；

医院信息化建设；实验室改造；广告设计与制作；进出口贸易。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西藏三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西藏三通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077.17万元、净资产17,741.88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50,891.04万元、净利润9,084.53万元。

（四十一）咸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金桂路240号

2、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聂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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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生物制品。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含冷藏冷冻药品）；二、三类医疗器

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农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消

毒品批发；信息咨询与服务、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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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咸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

权，咸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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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5,287.62万元，净资产4,342.54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9,800.25万元，净利润675.94万元。

（四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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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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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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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87,453.81万元、净资产84,773.76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61,131.95万元、净利润5,376.05万元。

（四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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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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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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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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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0,391.72万元、净资产31,298.25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7,696.21万元、净利润485.94万元。

（四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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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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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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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营范围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

营）；普通货运（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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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校准服务；检

验、检测服务；电信增值业务（以上三项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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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6,629.44万元、净资产48,844.6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208,266.20万元、净利润3,123.32万元。

（四十五）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田园大道98-99（8）

2.注册资本： 32789.41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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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专

用运输（冷藏保鲜）；可为其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冷藏、冷冻储存

配送服务；仓储租赁；仓储服务、物流加工（包装、分拣）服务、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物流供应链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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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房的居间代理；物业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务；配载、运输信息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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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信息咨询；市场信息

咨询；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会议会展服务；餐饮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86.6%的股权，九州通医药集团物

流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1,735.34万元、净资产38,090.56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571.38万元、净利润1,804.96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1个月，3个月，7个月，8个月，9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84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486,100.00万元；

反担保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为担保事项提

供反担保。 2020年第四季度，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提供反担保方

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刘强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镇祥、陈永锋

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镇祥、陈永锋

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阮镇祥、罗诗敏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衣爱华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李金锁、王海风、郑州国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郑州河之京商贸有限公司、段文杰

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 张同俊

九州通金合（大连）药业有限公司 刘强

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 刘强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刘强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杨新琴、周辉

上海九州通尚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梁万盛、李冰、张丽、徐州联荣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吴海波

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邓光跃、四川乐得来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房春阳

乌鲁木齐佰特健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徐晨明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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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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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8、临2020-005）。

董事会认为，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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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担保人主要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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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1,919,599.00万元，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77.06%，总资产的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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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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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