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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季度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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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哈尔滨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河

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市广聚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九州通力弘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九州通金

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九州星微（武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库尔勒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临沂

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业有限公司、麻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陕西九州通

康欣医药有限公司、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上海真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

司、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芜湖九州通医药销

售有限公司、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新疆九州

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长



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合计 523,276.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1,225,916.00 万元，主要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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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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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7、临 2019-001）。 

根据通过的《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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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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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计划向各家银行等金

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399.09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

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

协商后确定关于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事项，包括：（1）授信银行（或其他授信主体）

的选择、申请额度与期限、授信方式等；（2）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

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件等。 

    2019年第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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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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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个月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肥西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40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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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000 12 个月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摊溪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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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4 个月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0000 12 个月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半台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00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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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九州通讬

嵄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900 12 个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片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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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 1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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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个月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晋安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600 12 个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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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九州通达

医药有限公司 
1200 36 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贵阳白云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九州通达

医药有限公司 
28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九州通达

医药有限公司 
1000 12 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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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2 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

司 

3000 12 个月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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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用品有限公

司 

3000 12 个月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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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有限公司 
6000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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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有限公司 
9000 12 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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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个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直属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贵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 
1000 12 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1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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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800 12 个月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黄冈金贵中药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1000 12 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市广聚药

业有限责任公

司 

528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力

弘医药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3000 12 个月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2000 12 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新城

科技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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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盈辉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金寨九州天润

中药产业有限

公司 

1000 12 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金合（辽

宁）药业有限公

司 

66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于洪

新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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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1 个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会都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星微（武

汉）医疗器械有

限责任公司 

12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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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星微（武

汉）医疗器械有

限责任公司 

3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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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尔勒九州通

医药有限公司 
2000 12 个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巴音过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000 24 个月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瑞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3000 24 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沈北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68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于洪

新城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九州天润

中药饮片产业

有限公司 

20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麻城九州中药

发展有限公司 
1000 12 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九州通

医药有限公司 
5000 9 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596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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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6000 12 个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7000 12 个月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8000 12 个月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电厂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个月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康

欣医药有限公

司 

2000 12 个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碑林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康

欣医药有限公

司 

2000 12 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河南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北京

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96 个月 国际金融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3000 12 个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碑林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05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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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真仁堂药

业有限公司 
3500 12 个月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定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8000 26 个月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都江堰支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国征医

药有限公司 
1500 12 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0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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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35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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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8000 1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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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49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渭南九州通正

元医药有限公

司 

500 12 个月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碑林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星洲医药

有限公司 
1100 12 个月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星洲医药

有限公司 
1000 12 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星洲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

司 

2000 12 个月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新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九州通医

药销售有限公

司 

3000 12 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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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和济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 
1000 12 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

疗器械有限公

司 

19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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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00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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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12 个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6200 12 个月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0000 12 个月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明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2000 24 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49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江南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合康

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2000 12 个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大坪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14000 12 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5000 12 个月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坪支行 

合计 523,276     

 

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的同时，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房春阳、无锡星

洲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周文娅分别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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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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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0,310.56万元、净资产

22,733.76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2,095.31万元、净利润241.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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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剂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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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医疗器械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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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海马、玳瑁制

品设计、制作网络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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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7%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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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44,205.46万元、净资产

116,096.7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39,058.29万元、净利润1,997.46

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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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16层01、02、03、04室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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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192.4万元、净资产5,200.18

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326.47万元、净利润26.12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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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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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0,043.06万元、净资产

41,569.6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2,489.46万元、净利润284.73万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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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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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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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38,612.62万元、净资产



75,705.2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25,683.53万元、净利润1,557.58

万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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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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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以上凭证许可证在有限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

门为准）；批发零售、租赁：I、II、III类医疗器械（以上两项凭许可证在有效

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医药企业管理策划；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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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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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上四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

准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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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以上两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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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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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2,114.14万元、净资产

28,698.96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1,934.58万元、净利润477.56万元。 

 

（七）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马掌坡路 186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生物制品（含血液制品）、消毒用品、I、II、III类医疗器械；普通货

运；销售：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用

杂货（不含烟花爆竹）、仪器仪表、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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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信息咨询、医疗咨

询、研发；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含酒类）、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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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3,450.03 万元、净资

产 12,027.09 万元；2019年 1-3月实现销售收入 22,250.84万元、净利润 404.90

万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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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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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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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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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4,018.07万元、净资产



16,739.2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6,764.51万元、净利润305.40万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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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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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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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07.88万元、净资产

3,816.2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127.50万元、净利润104.38万元。 

 

（十）河南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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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消毒用品，

普通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发电机组，办公家具；房屋

租赁；仪器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安装、维修；会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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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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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47.12万元、净资产

2,021.7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86.07万元、净利润-5.33万元。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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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大街88号 

2、注册资本：94,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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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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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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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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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701,002.56万元、净资产

140,143.6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04,707.14万元、净利润4,374.73

万元。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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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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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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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71,376.33万元、净资产

25,739.0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2,674.35万元、净利润383.30万元。 

 

（十三）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东西湖区长青街新城十七路8号  

2、注册资本：8654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徐智斌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生产:蔬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生产: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 :化妆品、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货物仓储，进出口贸易:中药材种植(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除

外)、收购、销售:农副产品的购销(不含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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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计持有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267.26万元、净资产

19,279.9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728.01万元、净利润-411.55万元。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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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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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9,466.79万元、净资产

13,502.28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1,944.65万元、净利润-107.04万元。 

 

（十五）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罗田县经济开发区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徐智斌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炙制、蒸制、煮制、燀制、煅制、

煨制、制炭）、毒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蒸制、煮制、炒制）生产及销售（有

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中药材种植、粗加工、购销；农副产品（不含粮食、

蚕茧、烟叶、棉花）购销；中药材种植技术咨询服务；不动产租赁；仓储服务(不



含易燃易爆及危险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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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计持有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 9,749.27万元、净资产 

3,229.02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 1,324.01万元、净利润 47.38万元。 

 

（十六）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大路与广州街交汇处鼎成公馆9层 

2、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赵立红 

4、经营范围：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饮片、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生化药品批发；医疗器械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

证为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保健食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乳制品（含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会议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市场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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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吉林

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762.75万元，净资产

5,474.4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952.13万元、净利润132.49万元。 

 

（十七）江苏九州通力弘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95号江苏议事园大厦2702、2703、2705室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研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装饰材料、塑



料制品、汽车零配件销售；会务服务；医疗器械批发（二、三类医疗器械，涉及

许可证经营项目的，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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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州通力弘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的股权，江苏九州通力弘医药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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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178.93万元、净资产

6,138.88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055.63万元、净利润74.06万元。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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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43,053.42万元、净资产

58,027.4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5,926.81万元、净利润1,246.69万

元。 

 

（十九）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38号阳明锦城24栋701-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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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贸易咨询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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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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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876.94万元、净资产

4,942.7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73.14万元、净利润14.34万元。 

 

（二十）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金寨县南溪镇门前村槐树组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朱志国 

4、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初加工、购销及技术咨询；农副产品初加工（清洗、

切碎、晾晒、烘干）、购销；普通货物仓储运输；电子商务服务；商务信息、物

流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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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亳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有

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51%股权，金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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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603.12万元、净资产

3,236.42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500.28万元、净利润35.13万元。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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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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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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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84,031.76万元、净资产

9,993.7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3,489.88万元、净利润67.09万元。 

 

（二十二）九州星微（武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25号新金科技企业孵化器B801、

B803、B805室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易雨香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Ⅲ类批发；食品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范围、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一致）；计算机软硬

件、网络设备、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技术开发及批发

兼零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健康咨询）；医疗器械I、II类、化妆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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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九州星微（武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九州星微（武汉）医疗器械

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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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428.36万元、净资产

2,046.5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631.29万元、净利润43.00万元。 

 

（二十三）库尔勒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园中苑路2491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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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医疗器械的销售；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预包

装保健食品；药用铺料、药包材及化工产品、农畜产品、日用百货、消毒用品、

化妆品的销售，仓储服务，房屋、场地租赁，医疗器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

作，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库尔

勒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库尔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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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377.20万元、净资产

6,881.51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225.88万元、净利润290.95万元。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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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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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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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

零售；医疗器械的销售【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

证》许可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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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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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3.48%的股权，兰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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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3,536.36万元、净资产

25,286.39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9,345.13万元、净利润132.41万元。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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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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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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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0,338.66万元、净资产

43,000.58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4,171.66万元、净利润-1,033.92

万元。 

 

（二十六）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327国道南，文化南路西，经济开发区001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小军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加工（炮制范围：净制、切制、炒制、炙制、蒸制）、

销售；植物提取（不含药物等国家限制或禁止生产经营的提取物）；中药材（不

含甘草、杜仲、厚朴、麻黄草）种植、销售；农副产品（不含粮食、烟草、棉花、



蚕茧）的购销；食品（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运输；网

上提供电子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咨询；物流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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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持有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业有限公司51%股权，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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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374.34万元、净资产

10,199.31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810.90万元、净利润7.64万元。 

 

（二十七）麻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麻城经济开发区兴发路以东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徐智斌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包含净制、切制、炒制、炙制、蒸制、煮制，不含毒

性饮片）、代用茶加工、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食品制造、销售；

中药材种植（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除外）、粗加工、收购（甘草、麻黄草除外）、

销售；中药材种植技术咨询；农副特产（不含蚕茧、烟叶）的购销；不动产租赁；

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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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麻

城九州中药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麻城九州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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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7,520.34万元、净资产

2,704.31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022.22万元、净利润-28.78万元。 

 

（二十八）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达尔登北路２２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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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用品（蟾酥粉）、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凭许可证经营）；

预包装食品销售（凭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医疗设备租赁；

化学试剂销售；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凭资质

证书经营）；机电设备安装；Ⅲ类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Ⅱ类医疗器械的

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凭许可证经营）；

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仓储业（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的

销售；农副产品购销(不含行政许可项目）；药用辅料销售；药品包装材料、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办公家具、设备、文体用品、文化办公用品、

纸制品、健身器材的销售；广告业；中药代煎服务；电器、消杀用品的销售；特

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凭许可证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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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内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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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7,221.36万元、净资产

15,752.80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9,351.85万元、净利润717.31万元。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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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383.66万元、净资产

5,065.3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071.13万元、净利润32.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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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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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品（限二类

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野生动物的批发、零售（具体种类以许可证为

准）；医疗器械产品、预包装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品）、保健食品、饲料添加

剂、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普通货物运输；

医药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咨询、检测服务、安装、维修及租赁；消毒品、

化妆品、日用杂品、仪器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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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自有场地租赁；国内广告业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

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际及国内贸易代理服务；建

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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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8,091.05万元、净资产 

74,010.17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07,846.71万元、净利润1,021.43

万元。 

 



（三十一）陕西九州通康欣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阳光大道9号7号楼5层 

2、注册资本：5000万  

3、法定代表人：杨新琴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

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销售；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的

制售；化妆用品、消毒用品、保健用品、劳动保护用品、日化产品（易制毒、危

险、监控化学品除外）、日用百货的销售及上述商品信息的咨询；会议服务；物

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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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陕西

九州通康欣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陕西九州通康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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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8,442.78万元、净资产

5,094.8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2,966.13万元、净利润-0.52万元。 

 

（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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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66.259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4、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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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证劵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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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冷藏冷冻

食品）；特殊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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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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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496,215.07万元、净资

产1,772,100.2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466,303.73万元、净利润

32,729.27万元。 

 

（三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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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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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8,232.33万元、净资产

19,262.46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1,408.28万元、净利润-504.30万元。 

 

（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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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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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类

激素、酒类；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避孕套避孕帽、早早孕检验试

纸、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监控化学品）、日用百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项），货运代理；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食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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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5,168.37万元、净资产

32,096.18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3,839.46万元、净利润1,381.72万

元。 

 

（三十五）上海真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耀路508号 

2、注册资本：325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徐智斌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含毒性饮片、直接口服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炙

制、煅制、蒸制），医药中间体（除危险化学品、药品）、中药材、食用农产品

（不含生猪产品、牛羊肉品）的销售，食品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从事生物技术、医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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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上

海真仁堂药业有限公司57%的股权，上海真仁堂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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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821.42万元、净资产



7,691.0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671.43万元、净利润168.53万元。 

 

（三十六）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金马镇檬桥路777号 

2、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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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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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计持有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权，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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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1,316.58万元、净资产

43,053.95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2,490.20万元、净利润564.88万元。 

 

（三十七）苏州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西路3-88号金田大厦B幢801-805 

2、注册资本：102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万凯香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所列范围）购销；食品批发、零售；

化工原料及产品、工艺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妆品购销；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投资咨询、金融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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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苏州

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苏州市国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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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674.49万元、净资产

1,568.87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244.52万元、净利润-26.33万元。 

 

（三十八）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电厂北路26号 

2、注册资本：3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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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的总资产22,070.48万元、净资产

3,597.32万元;2019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661.82万元、净利润13.34万元。 

 

（三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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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7,566.98万元、净资产

12,330.82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0,551.54万元、净利润-109.25万元。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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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万  

3、法定代表人：周辉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抗生素制剂、化学药制剂、化学原

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仅限渭南

地区）、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罂粟壳、第一、二、三类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计生用品、消毒用品、日化用品、杀虫剂、洗涤

用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农副产品、五金

百货、劳保用品的销售；药品信息咨询服务；医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仓储保管；装卸服务；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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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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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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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276.91万元、净资产

4,065.54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063.45万元、净利润127.40万元。 

 

（四十一）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蠡园经济开发区创意产业园滴翠路100号6号楼 3楼、8号楼

2楼  

2、注册资本：4,08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药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

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Ⅱ、Ⅲ类医疗器械的

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日用杂货、化妆品、消毒用品、电动保健设备

的销售；营养健康咨询服务；科技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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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50.98%的股权，无锡

星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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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6,365.60万元、净资产

4,411.61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5,111.17万元、净利润389.80万元。 

 

（四十二）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路27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彭振林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一类、二类、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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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电器、工业电器、建筑材料、电线电缆销售；医疗技术服务、医疗设备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医药及物流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仓储



服务；物业管理；保健食品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批发；医疗用毒性药品定点经营（批发）；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经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托盘、垫板销售；五金、办公

用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维修；消毒用品、化妆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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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芜湖

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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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146.27万元、净资产

12,182.52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4,661.91万元、净利润-12.00万元。 

 

（四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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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体外

诊断试剂、生物制品（疫苗除外）、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计生用品、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药品

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药用辅料、化工产品和化学试剂（易制毒、危险

品、监控化学品除外）、玻璃仪器、化妆品、日用百货、服装、消毒用品、农副

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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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用品、办公设备、物流设备的销售；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仓储服务

（易燃、易爆、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期货、

基金投资咨询等专控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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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屋及

设备的租赁；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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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3,293.18万元、净资产

22,174.44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9,602.39万元、净利润554.51万元。 

 

（四十四）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长春中路2319号 

2、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凡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生产；含茶制品和代用茶。中药饮片研发，中药材的种

植及销售，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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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的销售；仓储服务；广告业；商务信息咨询；

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新

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新疆和济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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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013.98万元、净资产

3,656.13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461.36万元、净利润41.59万元。 

 

（四十五）新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十色街16号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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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及医疗器材，农畜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

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室内外装饰装修设计，软件开发，专业化设计服务，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医疗设备租赁，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修理，产品设备

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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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新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的股权，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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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388.49万元、净资产

5,505.50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874.94万元、净利润187.12万元。 

 

（四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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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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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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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51,315.42万元、净资产

83,210.04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9，708.29万元、净利润212.24万元。 

 

（四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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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树林 

4、经营范围：药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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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

不得经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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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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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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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0,482.92万元、净资产

11,288.27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9,544.07万元、净利润148.10万元。 

 

（四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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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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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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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6.57%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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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1,206.81万元、净资产

30,281.08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0,884.06万元、净利润68.48万元。 

 

（四十九）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垦辉六路1号          

2、注册资本：肆亿伍仟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销售：药品，食品，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五金机



械，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药用辅料，

药用包材，化妆品（除分装），玻璃仪器，消毒用品，洗涤用品，护肤用品，家

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网络游戏)，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健身

器材，办公家具，办公设备，文体用品，纸制品，包装材料，电线电缆，国家政

策允许上市的食用农产品，仓储设施及设备，兽药，饲料添加剂，化学试剂，母

婴用品，工艺品，服装鞋帽，劳保用品，汽车，实验设备及器具；货运：普通货

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服务；汽车租赁、办公设备租赁；会务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策划；医药技术开发，医药信息咨询，

电子科技咨询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国内广告的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除网络广告）；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场营销策划；

品牌推广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浙江

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3,180.64万元、净资产

45,509.64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2,684.26万元、净利润-49.10万

元 。 

 

（五十）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桃源路160号附35号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及配送：I、II类医疗器械、III类医疗器械（须取得相应许

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生物制品（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消毒用品、化妆品、实验室设备、教学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体

育设施、健身器材、办公设备、计算机及软件产品、体检车辆、五金交电、百货、

针织品纺织品、服装、厨房设备、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仪器仪表、电

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软件开发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接受医院委托从

事医院管理（不含诊疗活动及药品销售）；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

研发医疗器械；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装维修医疗设备；辐射防护工程设计及施工（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租赁：医疗设备、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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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重庆九州合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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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400.05万元、净资产

3,043.14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795.63万元、净利润24.51万元。 

 

（五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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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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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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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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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为持有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重

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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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4,800.97万元、净资产

54,594.56万元；2019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5,567.67万元、净利润2,180.04万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抵押担保； 

担保期限： 9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16个月，24个月，26个

月，36 个月，96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 523,276.00 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 1,225,916.00 万元，

主要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截至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69.18%，总资产的18.87%。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 2019年 3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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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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