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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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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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单体）：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43,

741.43万元、 净资产137,620.7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87,

828.72万元、净利润8,941.34万元。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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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

疗器械租赁；兽药经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 一般项目：中草

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

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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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文具用品批发；日用家

电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

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咨询策划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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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

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

租赁服务；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汽车新车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国

内贸易代理；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化学

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总质量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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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2,730.22万元、

净资产26,253.6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1,490.42万元、净

利润1,329.77万元。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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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进出口；食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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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4,072.06万

元、净资产25,067.8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7,541.03万元、净

利润317.29万元。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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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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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项目：中草药收购；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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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包装服

务；医院管理；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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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1,898.89万元、

净资产50,657.3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69,651.79万元、净利

润9,512.19万元。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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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食品销售。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

务(不含诊疗服务)；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

络货运和危险货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医疗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日用百货销售；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化妆品批发；制药专用设备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

应用服务；互联网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云计算设

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机器人安装、

维修；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园区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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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9,092.62万元、

净资产14,131.95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94,447.79万元、净利

润1,007.31万元。

（二十二）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曲扬街3088号

2、注册资本：6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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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个人卫生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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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类经营；农副产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玻璃仪

器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日用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软件销

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妆品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医疗

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

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医院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包装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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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83,995.99万元、

净资产86,137.0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35,845.43万元、净

利润4,309.03万元。

（二十三）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

办事处奥斯迪电子商务交易产业园J区2栋6层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城市配送

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 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护人

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

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橡胶制品

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用品销售；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企业管理；房地产经纪；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通

讯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

版单位）。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

权，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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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3,534.80万元、

净资产9,951.6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7,061.62万元、净利润

43.21万元。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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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3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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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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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4,424.73万

元、 净资产28,261.1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17,395.62万元、

净利润1,034.30万元。

（二十五）阳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阳泉盂县秀水镇大横沟村（福阁都庭）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危险化学品仓储；农药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

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

械租赁；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化妆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光学玻璃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服装服饰

批发；鞋帽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

产品零售；家具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

售；电动自行车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

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停车场服务；机

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洗涤机械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汽车

新车销售；电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集装箱租赁

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持有阳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 阳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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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713.04万元、净

资产1,111.71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671.46万元、 净利润

97.88万元。

（二十六）商城金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商城县城关镇滨河路20号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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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医疗器械批发；预

包装食品及特殊食品销售；化妆品及消杀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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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持有商城金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 商城金康九州通医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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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501.00万元、

净资产6,003.7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2,383.13万元、净利润

452.59万元。

（二十七）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颍上县工业园区颍泰路东侧、北环路北侧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杨荡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批发；医疗器械（三类、二类、一类）批发兼零售（凭许可

证有效期限经营）；特殊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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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

（限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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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危化品、成品油）；消杀产品、化妆品的销售；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康复器材、康复设备、健身器材以及设备的销售。 特种设备销

售；二甲苯、甲醛、95%乙醇、无水乙醇零售（无储存）；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的销售，劳保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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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持有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60%股权，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125.07万元、

净资产6,393.7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3,633.50万元、净利润

141.23万元。

（二十八）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园区经一路9号办公楼3楼

2、注册资本：3,025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蔡书成

4、经营范围：生化药品、中药饮片、中药材、抗生素、化学制药剂、生物

制品、中成药、保健食品、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

含特殊配方乳制品）消杀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农

副产品、土特产品、文体用品、包装材料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中药材

收购；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房租租赁；企业管理；会议会展服务；

物流技术咨询及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

询、技术推广；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市场信息调研服务；医药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医学诊断）。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持有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60%股权， 西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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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4,425.65万元、

净资产4,119.2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2,584.02万元、净利润

118.94万元。

（二十九）甘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岷阳镇南川中药材加工园区当归大

道489号

2、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高杰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生产。 一般项目：

中草药收购；中草药种植；药品委托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机械租

赁；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制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

公司持有甘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51%股权， 甘肃九州天润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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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3,543.60万元、

净资产6,281.1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8,480.91万元、净利润

191.49万元。

（三十）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陟县大封镇驾部五村北

2、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

3、法定代表人：罗进

4、经营范围：中药材的种植、研发、初加工、收购及销售；农副产品的

初加工、收购及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软件服务；运营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

公司持有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60%股权，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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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472.61万元、净

资产1,911.7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3,447.05万元、 净利润

351.23万元。

（三十一）山西九州天润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崇文镇郭家川村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高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的种植、初加工、收购及销售；中药材种植、加工

技术的开发及推广；食品生产：农副食品初加工、收购及销售；油料加工、

销售；动物饲养场：全蝎的养殖及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提供电子商务服务（不含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

公司持有山西九州天润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57.4%股权，山西九州天润

道地药材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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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656.17万元、净

资产2,147.5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101.81万元、 净利润

102.75万元。

（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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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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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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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1,443.24万

元、净资产40,636.8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32,681.97万元、

净利润423.22万元。

（三十三）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B-06号二期工业检

测大楼

2、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

装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进出口，道路

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

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

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国内贸易代理，

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物业管理。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72,756.28万元、

净资产26,815.8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5,737.28万元、 净利

润609.93万元。

（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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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87.5447万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医疗设备租赁；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

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软件销售；软件开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

人员防护用品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家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智能仓储装备

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安

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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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7%股权，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单体）：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64,

187.63万元、 净资产130,720.29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3,

133.45万元、净利润12,765.54万元。

（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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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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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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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122.22万元、

净资产4,272.9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9,964.00万元、 净利润

156.59万元。

（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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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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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电子产品、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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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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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1,619.79万元、

净资产7,818.66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5,171.66万元、净利润

1,053.25万元。

（三十七）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26号中孚大厦7楼F型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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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实验分

析仪器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卫生用品和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第二

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

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劳动

防护用品销售；兽医专用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专用设备

修理；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仪器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仪器仪表修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企业管理咨询；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通用设备修理；特种设备销

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仪器仪表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设备销售；许可项目：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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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683.54万元、净

资产5,158.86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666.68万元、 净利润

103.29万元。

（三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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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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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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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180.85万元、

净资产6,387.2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989.49万元、净利润

292.38万元。

（三十九）河北九州通腾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太行南大街501号爱能产业园B-1栋2层3

区01室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消杀用品（剧毒除外）、日

用百货、玻璃制品、软件、计算机及外围辅助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不

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的销售及维修；软件、信息技术、企业形象策划、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业务，酒店企业管理、健

康管理咨询（治疗、诊疗除外）；办公设备、工艺美术品、文具用品的销售；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贸易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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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河北九州通腾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 河北九州通腾

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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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0,229.31万元、

净资产8,217.9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0,245.75万元、净利润

335.41万元。

（四十）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开元路30号1号楼16层30-154号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I类医疗器械、II类医疗器械、III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医疗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化工

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设备的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 消毒剂

类、电子产品、玻璃仪器、实验设备、分析仪器、教学仪器及标本模型、环保

仪器、实验耗材、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体育用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日

用百货、塑料制品、纺织品、钢材、针织品、水暖器材、机电产品、五金产品、

办公家具、建筑材料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生物制品（限

诊断试剂）的销售；汽车销售；医疗车、体检车、救护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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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青海九州通医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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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562.90万元、

净资产6,344.4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343.74万元、净利润

87.82万元。

（四十一）长春九州通泰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建丰街188号二楼201室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经销医疗器械；医药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医药用品

制造；仓储服务；会议服务；餐饮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销售消

杀产品、包装材料、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酒类；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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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长春九州通泰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 长春九州通泰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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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814.44万元、净

资产3,081.1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479.89万元、 净利润

85.78万元。

（四十二）广东柯尼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1号1栋1楼101室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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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

办公用品、办公家具、家用电器、消毒产品、汽车；销售、安装、维修：机电设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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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器械安装、维修及相关技

术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医疗器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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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货

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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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广东柯尼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00%股权，广东柯尼兹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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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0,972.64万元、

净资产2,747.2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2,386.86万元、净利润

593.10万元.

（四十三）黑龙江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长江路1055号13栋6层2号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技术开发；经销：医疗器械、消毒用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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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黑龙江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黑龙江九州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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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703.54万元、净

资产3,104.75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528.79万元、 净利润

147.98万元。

（四十四）大连昌辉商贸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175-8号12层2号

2、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郭华鹏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销售【三类：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植入

材料和人工器官；二类：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不含A类）】。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大连昌辉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大连昌辉商贸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08.85万元、净

资产1,609.3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3,747.64万元、 净利润

78.35万元。

（四十五）南昌市鹏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南大道1666号附楼4层第

（1-6层）403室）

2、注册资本：87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应建华

4、经营范围：国内贸易。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南昌市鹏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南昌市鹏雷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622.39万元、净

资产991.45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835.06万元、净利润74.35

万元。

（四十六）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南大道1666号附楼4层401

室（第1-6层）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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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专用设备修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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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799.71万元、

净资产10,065.76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8,562.10万元、净利润

207.65万元。

（四十七）青岛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广水路612号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批发、零售：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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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危险品及药品）、

仪器仪表、环境监测设备、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教学设备、教学模型、办公

用品、办公家具、环保设备、汽车、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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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咨询；会

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医疗器械租赁；医疗器械维修（不含特种设备）；

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机电设备安装（不含特种设备）；机械设备租赁；环

保设备的设计、研发、安装、维修（不含特种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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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青岛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 青岛九州通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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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052.24万元、净

资产1,441.9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049.86万元、 净利润

187.88万元。

（四十八）上海九州通医疗器械供应链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冠路285号7幢二楼206室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危险化学品（详见许可

证）经营（不带储存设施），药品批发；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从事“医疗

器械、电子、电力设备” 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

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 社会调研、 民意调查、 民意测

验），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财务咨询，法律咨询，

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商务咨询，会务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维

护，室内装饰装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机电设备安装维

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贸易经纪，销售代理，第一类医疗

器械批发、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化学试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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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不含危险化学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力设备，家具，化妆品，金属制品，五金交

电，橡塑制品，卫生洁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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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九州通

医疗器械供应链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下转B06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