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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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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
司”）控股或控制的公司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
疗管理有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
珠中科干细胞基因科技（珠海横琴）有限公司、六安开发区医院等)。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2019 年计划累计担保金额为 30.1 亿元
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已公告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8.34 亿元人民币，
在上述已公告担保范围内，因银行信贷批准额等原因，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
计数量：4.41 亿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至目前，公司已公告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8.34 亿元，在上述
已公告担保范围内，因银行信贷批准额等原因公司实际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
保累计为 4.41 亿元。因公司经营规模的增长和需要，为保障公司经营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计划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日止，对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用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信用证、
承兑汇票、保函等。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双湖北路 171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颜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柒佰捌拾万圆整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实业投资；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机
电设备（不含许可证管理项目）、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仪器仪表、
塑料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润滑油、汽车零部件
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9,423.21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5,857.87 万元，净资产为 33,565.34 万元。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其计划担保额 7 亿元。
2、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2522 号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商业服务中
心-9（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杨京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疗管理；医学、医疗及相关高科技研发；医院管理；医疗设备及
器械研发，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零售、批发；医药研发中心；中医药、养生
保健产品及技术的研发，中成药研发；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健康管理咨
询；自有设备租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7,725.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9,747.40 万元，净资产为-2,021.83 万元。
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额 3 亿元。
3、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黄祥萍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批发、零售；药品研发；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塑料包装用品生
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药品生产技术服务；房屋租赁；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医疗器械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3,794.65 万，负
债总额 21,463.91 万，净资产 2,330.74 万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 95%股份，为其计划担
保额 1 亿元。
4、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白石路南沙河西路西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一区 2 栋
B 座 11B01、11B02、11B03、11B04
法定代表人：刘丹宁
注册资本：9,800 万元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数字自动控制设备、数字影像、计算机软件的技术
开发；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机电产品；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
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
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自动化设备、医疗设备的租赁，及租赁设备的残
值处理、上门维修；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进口分销）；经济信息咨询；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策划；会务
服务；网站建设、网络推广服务。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二类、三类 6823 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生产销售二类、三类 6826 屋里治疗及康复设备；销售全部二类
医疗机械（不含体外诊断试剂）；销售三类医疗器械：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2 医用高能

射线设备，68336 医用核素设备，6854 手术室、急诊室、诊疗设备及器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85,192.5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918.74 万元，净资产为 43,273.82 万元。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5 亿元。
5、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14760
法定代表人：罗淑
注册资本：276000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涉及
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6,194.5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8,872.53 万元，净资产为 27,322.01 万元。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8 亿元。
6、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 615-1 号
法定代表人：魏巍
注册资本：13333.3333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基础软件服务；销售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限 I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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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23,673.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950.03 万元，净资产为 12,723.70 万元。

中珠俊天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2 亿元。
7、中珠中科干细胞基因科技（珠海横琴）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59299（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干细胞、免疫细胞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干细胞、免疫细胞的采集、存储、制备及应用服务；生物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研发；生产、批发、零售化妆品；医疗项目
管理；医疗技术开发、网络技术开发、健康养生管理咨询；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
企业咨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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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医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实验室仪器仪表、实验室化学试剂(危险化
学品除外)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房地产项目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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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珠中科干细胞基因科技（珠海横琴）有限公司总资
产 0 万元，负债总额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0 元。
中珠中科干细胞基因科技（珠海横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
划担保 0.5 亿元。
8、六安开发区医院
住所：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皖西大道
法定代表人：杨京生
注册资本：5688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民办非企业（合伙）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普外、骨科）、妇产科、儿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门诊（肿瘤、中医科、眼、口腔、耳鼻咽喉、妇儿保健）
、
预防保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六安开发区医院总资产为 4,949.73 万元，负债总额
为 4,539.02 万元，净资产为 410.71 万元。

六安开发区医院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0.1 亿元。
9、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住所：玉林市苗园路 402 号
经营场所：玉林市玉州区静安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农维昌
注册资本：108.09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
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精神科、传染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临
终关怀科、麻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3,422.4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0.37 万元，净资产为 9,952.07 万元。
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3 亿元。
10、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 88 号 4 栋 2 层 203、204 号
法定代表人：杨京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因检测；生物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的技术研发、销售；软件、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第
二类医疗器械经营；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卫生活动）；销售：消毒产品、日用品、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会议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教育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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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378.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80.87 万元，净资产为 297.99 万元。
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0.5
亿元。
三、担保及授权的主要内容
1、同意中珠医疗对上述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用于向金融机构申
请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保函等，上述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 2019 年度内担
保总额度计划为 30.1 亿元。
2、同意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审批每一
笔对外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3、同意根据被担保人的实际融资需要，在上述担保计划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授
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融资需要对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整。
4、同意在上述担保计划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公司下属控股或控制的公司（包
括但不限于上述被担保人）实际融资需要，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审批为公司下属控
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5、若发生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本担保计划额度，其对外担保均需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上述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四、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还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对下属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
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为
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可解决其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并支持其持续快速发
展且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我们同意公司的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同意进行相关
授权，同意就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已公告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8.34 亿元人民
币，公司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4.41 亿元人民币，占本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36%。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