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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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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够控制的参股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披露的担保金额共计

1.87亿元，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15.96 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被担保人对公司及子公司进行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鸿集团”）于

2018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8年 5月 10日召开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公司根据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为适应整体经营发展需要，保

证各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

够控制的参股公司提供 33.96 亿元担保，期限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截至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预计担保明细为：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2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 27,000 

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

有限公司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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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决定每一笔担保

的具体事宜，并根据集团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级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 2018年度担保预计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近期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

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  

5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 
  27,000  

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1,000  

7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盛世进出口有限公

司 
   3,000  

8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12,000  

9 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 7,500 

1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开元医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5,000  

1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23,850 

12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CELES SHIPPING PTE.LTD.   30,000  

13 CELES SHIPPING PTE.LTD. Nordic Brisbane Ltd.    7,200 

1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CELES SHIPPING PTE.LTD. 

Nordic Perth Ltd. 9,500 

15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船舶有限公司 

CELES SHIPPING PTE.LTD. 

Nordic Darwin Ltd. 9,500 

1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4,500  

17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500  

18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33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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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

出口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综合授信 5,000 万元人民币

提供担保。 

（二）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综合授信 1,000 万元人民币提

供担保。 

（三）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综合授信 2,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四）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的综合授信 4,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

保。 

（五）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盛世进出口有

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综合授信 1,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

保。 

（六）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

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综合授信 1,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七）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综合授信 1,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

担保。 

（八）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的综合授信 1,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

保。 

（九）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支行的综合授信 2,000 万元人民币提

供担保。 

（十）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为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的综合授信 2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十一）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为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的综合授信 5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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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包振兴 

注册资本 9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白下路 91号汇鸿大厦 12-13楼 

经营范围 

中药饮片、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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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冷藏保管药品除外）的批

发和零售。ІІ、ІІІ类医疗器械（植入类产品、塑形角膜接

触镜及体外诊断试剂除外）的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剂、兽药经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仓储，

化肥销售，燃料油、金属及金属矿石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

商品的网上销售，保健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化妆品的销售，

农药的批发和零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 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 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715  47,350  

负债总额 44,968  35,309  

流动负债 44,897  35,238  

银行借款 2,020  0  

净资产 11,747  12,041  

资产负债率 79% 75% 

 

2019 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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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4,271  183,548  

净利润 -53  -3,254  

（二）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何宜军 

注册资本 501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 50号第 10-13层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人员培训，进出

口商品仓储业务，有关进出口业务的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

硬、软件开发。房屋租赁。纺织、服装、日用品、家用电器

的批发和零售，电子产品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农畜产品批发，肉、禽、蛋鸡水产品批发，饮料及茶叶

批发。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 46.03%，职工个人持股合计 53.97%，因董事会成

员中公司委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权

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对汇鸿畜产的表决权比例超过 50%，

汇鸿畜产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 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978  37,910  

负债总额 21,352  24,879  

流动负债 21,204  24,730  

银行借款 2,400  2,400  

净资产 13,626  13,031  

资产负债率 61% 66% 

 

2019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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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0,152  106,341  

净利润 399  -214  

（三）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蒋金华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白下路 91号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金属材

料的销售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 42%，临沂市万家鑫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9%，江

苏富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8%，张永堂 9%，孙爱民 2%。因

董事会成员中公司委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

东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对汇鸿亚森的表决权比

例超过 50%，汇鸿亚森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284  51,752  

负债总额 51,729  43,487  

流动负债 51,729  43,487  

银行借款 19,407  21,344  

净资产 8,555  8,264  

资产负债率 86% 84.0% 

 

2019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162  18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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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01  1,935  

（四）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盛世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朱宝玉 

注册资本 1015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 50号 17层 

经营范围 

一般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

预包装食品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农药经营（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 41%，职工个人持股合计 59%。因董事会成员中公

司委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权委托给

公司行使，公司对汇鸿盛世的表决权比例超过 50%，汇鸿盛

世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 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91  16,011  

负债总额 10,562  10,376  

流动负债 10,562  10,365  

银行借款   

净资产 5,929  5,635  

资产负债率 64% 65% 

 

2019 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83  86,089  

净利润 208  715  

（五）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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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毕金标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户部街 15号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实业

投资，社会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汇鸿集团 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05  23,400  

负债总额 24,623  20,428  

流动负债 24,623  20,428  

银行借款     

净资产 2,482  2,972  

资产负债率 91% 87% 

 

2019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190  57,631  

净利润 -494  -1,282  

（六）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陈豪 

注册资本 3272.73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 9号 5幢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经营（按备案证明所列范围经营），II 类、III类医疗

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不含植入类产品及塑性角膜接触镜）。

化工技术的开发、研究、转让、信息咨询与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的销售，国内贸

易，农药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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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5%、燕立波 44%、

童笑 4.58%、南京九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6.42%,因董事会

成员中公司委派的董事人员占多数，且其他部分股东的表决

权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对开元医药的表决权比例超过 50%，

开元医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940  56,393  

负债总额 46,928  47,958  

流动负债 46,928  47,958  

银行借款 20,223  21,848  

净资产 8,012  8,435  

资产负债率 85% 85% 

 

2019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617  94,941  

净利润 -461  0  

（七）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 燕立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纬地路 9号 29幢 9层 

经营范围 

药品销售（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化工产品的销售；

医疗器械销售；医药技术的开发、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与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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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6  1,901  

负债总额 1,755  1,739  

流动负债 1,755  1,739  

银行借款 1,500  1,500  

净资产 -199  163  

资产负债率 113% 91% 

  
2019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  2,349  

净利润 -362  -4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金额： 5,0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1.25-2020.1.2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

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二）被担保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3.4-2020.3.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

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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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2.13-2020.2.1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

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被担保人：江苏汇鸿亚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 

担保金额： 4,0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1.2-2020.1.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等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

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五）被担保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盛世进出口有限公司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金额： 1,0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1.27-2020.1.27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

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六）被担保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担保金额： 1,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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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8.12.27-2019.12.26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

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

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七）被担保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担保金额： 1,0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2.21-2020.2.20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

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八）被担保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2.28-2020.2.27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九）被担保人：江苏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万元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1.15-2019.12.27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甲方实现债权和反担保权利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十）被担保人： 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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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 

担保金额：200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2.26-2020.2.2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甲方实现债权和反担保权利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十一）被担保人： 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 

银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 

担保金额：500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2.26-2020.2.2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甲方实现债权和反担保权利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四、董事会意见 

2018年 4月 1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长远发展，同意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能够控制的参股公司对外担保于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至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为银行及其他各类

融资项目提供合计不超过 33.96亿元人民币的担保。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发生的公司及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能

够控制的参股公司对外担保于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至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期间为银行及其他各类融资项目提供合计不超过 339,550 万元人民币的

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

在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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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能够控制

的参股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9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3.64亿元

的29.75%。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