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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48,372.42万元、

净资产51,172.4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35,511.61万元、净

利润13,175.18万元。

（四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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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专用设备修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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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要许可审批的项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日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 许可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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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80.56万元、

净资产 15,542.6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7,914.94万元、净

利润505.00万元。

（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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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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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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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556.82万元、

净资产9,094.39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2,063.30万元、净利润

338.22万元。

（五十一）新疆普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曲扬街3088号办公楼九

楼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医疗设备的租赁、安装及维修；

贸易代理；电子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建筑装饰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房屋、场地租赁，广告业，商务

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销售：化工产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通讯器材（二手手机销

售除外），消防器材，汽车及零配件，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

及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用电器，家具，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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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持有新疆普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00%股权，新疆普惠医疗器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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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58.56万元、

净资产9,557.9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4,149.92万元、净利润

1,517.31万元。

（五十二）恩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村

2、注册资本：贰亿圆整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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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

剂、肽类素（含冷藏冷冻药品）、药用辅料、药用包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的销售；医疗器械一、二、三类的销售；计生用品、保健食品、消毒

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介）；房屋租赁、仓

储保管服务（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爆炸物品除外）；预包装食品（含冷

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物流服务；

普通货运；不锈钢制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电脑软硬件、电子产品、酒

类、农产品的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恩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

权，恩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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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83.73万元、

净资产23,867.4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3,763.45万元、 净利

润1,473.56万元。

（五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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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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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药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

械、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的批零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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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零兼营；商务信息咨询；仓储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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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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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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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3.14万元、净

资产2,097.5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596.14万元、 净利润

67.31万元。

（五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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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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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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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6,400.24万元、

净资产4,428.2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9,853.20万元、净利润

401.18万元。

（五十五）湖北江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 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打字号社区仙桃大道北侧2号楼

6-9层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肖炳成

4、经营范围：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一类、二类）、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化妆品、日用品、

消毒品、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的销售；货物搬运、装卸服务。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持有湖北江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7%股权，湖北江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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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5.77万元、净

资产1,927.86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1,167.76万元、 净利润

-109.74万元。

（五十六）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荆州市荆州开发区沙岑路58号

2、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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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制品、中药材、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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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用品、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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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品、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化妆

品、源于农业初级产品的销售；医疗技术及中药材种植咨询服务；中药材

种植；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及易制毒

物品）；自有房屋租赁；会议会展服务（不含餐饮和住宿）；经营利用穿山

甲甲片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中成药生产； 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

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

权，荆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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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92.36万元、

净资产18,853.89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1,792.12万元、 净利

润1,219.15万元。

（五十七）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106号澎湖高级公寓B栋15层2室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广告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消毒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销售；食品经营；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消毒用

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

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新车销

售；汽车旧车销售；二手车经销；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特种设备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九州通君衡（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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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91万元、净

资产2,136.97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5,843.20万元、 净利润

105.13万元。

（五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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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3.33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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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

品）的批发；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保健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化妆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

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企业管理服务；会议会展服务；经济

贸易咨询（不含投资、融资、期货、证券咨询）；卫生材料、医药用品、医疗

器械配套消毒品、药用包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用品

及化学试剂）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网络销售；药品、医疗器械的

网络零售；血液制品的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

品、易制毒、放射性物品、腐蚀性物品、危险化学品）；物流园运营服务；物

流代理服务；冷链物流配送；场地租赁；计算机科技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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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三维重建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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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权，襄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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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12.96万元、

净资产17,496.75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6,208.58万元、 净利

润881.05万元。

（五十九）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宜昌市伍家岗区三峡民营科技园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药品、Ⅲ类医疗器械、食品、药用辅料销售；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

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Ⅰ、 Ⅱ 类医疗器械、计生用品、消毒药

剂、一次性卫生用品、洗涤用品、玻璃器皿、药用辅料、药品包装材料、药品

包装容器、化妆品、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

货、保险、金融及民间借贷管理咨询）；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石油、成

品油、危险爆炸及国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

权，宜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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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31.66万元、

净资产11,681.31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9,639.83万元、 净利

润591.60万元。

（六十）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应城市体育场北路1号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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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销售（经营期限至2024年05月

21日）；药品包装材料销售；医药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计生用品零售；药

用辅料、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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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持有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九州通集团应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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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6,426.90万元、

净资产13,956.0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5,839.12万元、 净利

润1,566.49万元。

（六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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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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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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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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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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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8,693.68万元、

净资产33,044.36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07,340.80万元、净

利润368.09万元。

（六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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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雷

4、经营范围：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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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72.25万元、

净资产17,700.4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39,879.43万元、净利

润5,424.46万元。

（六十三）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南、十六支沟西管控中心栋

-1-12层1室（6）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青松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库服务；增值电信服务（凭授权方可经营）；智能

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系统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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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仓储租赁；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物流加工（包装、分拣）服务；装卸搬运服务；物

流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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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务；配载、运输信息咨询；代

办货物运输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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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设备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市场

信息咨询；代办仓储手续；化妆品、日用百货、农产品批零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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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

限公司持有湖北九州云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湖北九州云仓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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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796.65万元、净

资产3,657.8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4,150.80万元、 净利润

183.47万元。

（六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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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彭振林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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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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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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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1,275.77万元、

净资产6,638.8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2,549.68万元、净利润

452.51万元。

（六十五）天津九州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矽谷港湾B6-33-5二层

2、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何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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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专用仪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财务咨询；会议及展览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调查（不含涉外

调查）；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智能机器人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

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

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销售；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北京九州通润达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持有天津九州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天津九州通医

疗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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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2.01万元、净

资产3,071.65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032.79万元、 净利润

160.17万元。

（六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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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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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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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货物进出口，

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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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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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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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

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

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办公设备销

售，装卸搬运，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玩具销

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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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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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农

产品收购，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广告发布，市场营销策划，专用设

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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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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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0%

股权，辽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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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75.71万元、

净资产93,351.1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6,409.14万元、净

利润4,622.83万元。

（六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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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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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项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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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初级

农产品收购，机械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

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二手日用百

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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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会议及展览服务，业务培训（不含

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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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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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6,990.78万元、

净资产30,899.8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61,589.57万元、 净利

润918.17万元。

（六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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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史洪伟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食品经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药品进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一般项

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用农产品零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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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玻璃纤维及

制品销售，光学玻璃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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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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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4.36万元、

净资产4,312.9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5,283.28万元、净利润

58.96万元。

（六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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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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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97.73万元、

净资产21,876.3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11,937.49万元、净

利润644.90万元。

（七十）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河大街东段南侧

2、注册资本：7,833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周辉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室内卫生杀虫剂销售；食品用洗

涤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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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

（不含药品、医疗器械）；金属工具销售；残疾人座车销售；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批发；

药物检测仪器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成

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卫生用品和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销售

代理；母婴用品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喷枪及

类似器具销售；农业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保健用品（非

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持有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70%股权，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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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75.98万元、

净资产8,182.89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4,616.63万元、净利润

356.57万元。

（七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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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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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药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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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71,

492.09万元、 净资产59,234.31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277,

917.07万元、净利润2,092.78万元。

（七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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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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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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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576.92万元、

净资产3,608.8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37,183.44万元、净利润

563.91万元。

（七十三）无锡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浪新路6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彭振林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保健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批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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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医疗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咨询策划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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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持有无锡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无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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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6,737.27万元、

净资产4,801.10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79,387.63万元、净利润

862.06万元。

（七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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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气设备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化妆品批

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劳动保护用

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包装

专用设备销售；医疗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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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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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经营；药品批发；兽药经营；农药

批发；保健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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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38.84万元、

净资产23,648.14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98,803.01万元、净利

润1,544.90万元。

（七十五）随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随州市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裕民社区八组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三楼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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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品（二类）、蛋白同

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食品）批发；中药材收购（不含国家限制、

禁止品种）；医疗器械一类、二类、三类（含体外诊断试剂）批发；预包装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特殊食品销售；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消毒

品、医疗用品、化学试剂、药用辅料、药用包装材料和容器批发；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信息咨询与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

器械、金融信息类、证券、期货及民间投融资类咨询服务、文化、广播电影

电视节目）；卫生用品（不含危化品）销售；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及互联网医药诊疗咨询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业务）；软件信息服务（不含医用软

件）。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随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

权，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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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51.39万元、

净资产3,064.18万元；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16,798.22万元、净利润

126.04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3个月，7个月，8个月，9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13

个月，26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596,384.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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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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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赵一楠

兴安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林强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吴海波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衣爱华

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李斌、西藏伽林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阳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韩变成、韩俊平、王年生

商城金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彭仁武、吴秀萍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何正辉、安徽名熙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宋党伟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益康怀药有限公司、丁保玉、苗艳芳

山西九州天润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刘小倩、秦四兰、陵川县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佰特健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徐晨明、徐海丽

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段文杰、郑州河之京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范晓玲、河南诚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九州通腾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博瀚科技有限公司、陈志刚、孙永丽

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志国、孟信玲、扬州医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泰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杨小松、九泽和泰（吉林）投资有限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邢雪

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镇祥、陈永锋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镇祥、陈永锋

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 张同俊

湖北江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肖炳成、湖北中融达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君衡（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朱兵

天津九州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何秋云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刘强

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 刘强

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刘强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周辉、杨新琴、西安九州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 刘永虎、冯斌、渭南丰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尚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徐州联荣科技有限公司、李冰、张丽、梁万盛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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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其他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临2020-133、临

2021-007）。

董事会认为，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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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资款项纳入集团统一管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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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2,122,927.73万

元，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

产的78.70%，总资产的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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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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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1日

(上接B0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