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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3           股票简称：鲁商发展        编号：临 2020-022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0 年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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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增加 2020 年担保预计事项，担保范围为公司下属公司（含各级全资公司、

控股公司，其中非全资公司为按所持股比例担保），增加担保总额不超过 15 亿

元（不包含公司及下属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担保以及单独履行过相关

程序的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各级全资公司、控股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公司

和控股公司的担保，或其之间进行的担保，累计担保额为 176850 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公司增加 2020年担保预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增加公司 2020 年担保预计额度及相关安排，担保范围为公司

下属公司（含公司各级全资公司，控股公司，非全资公司为按所持股比例担保），

增加担保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不包含公司及下属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

担保以及单独已履行相关程序的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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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担保的公司包括公司及全部全资或控股公司； 

2、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各级全资和各级控股公司（具体公司见被担保人

的基本情况表）； 

3、新增人民币 15亿元担保额度，其中： 

（1）对公司各级全资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亿元。公司可以在上述

范围内，对不同各级全资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如在本次预计额

度披露后及批准期间内发生新设立或收购各级全资公司的，对该等公司提供的担

保，也可以在上述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2）对公司各级控股公司按照所持股比例进行担保，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 5亿元，公司可以在上述范围内，对不同各级控股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

担保额度，如在本次预计额度披露后及批准期间内发生新设立或收购各级控股公

司的，对该等公司提供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3）对公司各级全资公司和对公司各级控股公司的两类预计担保额度之间

不能相互调剂使用。 

4、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及质押等。 

5、在本次股东大会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及担保人与被担保人范围内，属于

任何下列情形的，亦包含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之内： 

（1）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2）公司及其各级全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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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4）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5）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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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内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担保事项前，由公司董事

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7、本次授权的担保额度使用期至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8、对于超出本次预计额度范围的担保，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9、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确定

是否反担保。 

（二）公司对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全票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预计发生担保业务的下属公司基本情况如下（各下属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为截

止 2019 年 12月 31日的经审计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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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总资产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原预计担保

额度 

新增预计担

保额度 

与公司

关系 

山东省鲁商

置业有限公

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凭资质证经营）；房地产代理业务；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房屋租赁；销售：

日用品，百货，服装，鞋帽，纺织品，五金交电，

工艺品，家具，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皮革制品，

建筑材料；经济贸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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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8,156.77 143,486.64 912,238.45 32,227.71 95000 20000 
全资公

司 

山东福瑞达

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8100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

药品（冷藏冷冻药品除外）的批发；许可证批准范

围内的Ⅱ、Ⅲ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品的批发销售

（以上项目的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日用百货、

消毒用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生物化学技

术开发；生物化工原料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进出口业务；在经核准的区域内直销经核准的产品

（具体产品以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公布的

为准）；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家用

电器、厨房用具、清洁用品、个人卫生用品的批发

兼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旅游项目开发；网站设

计、网页开发、维护、服务器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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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88.03 42,941.49 103,896.63 9,000.37 5000 10000 
全资公

司 

泰安鲁商置

业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工程管理，房地产销售，

房产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装饰工程

施工，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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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76.69 10,158.15 40,977.78 1,470.45 10000  
全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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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鲁商地

产有限公司 
2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工程管理、房地产销售代

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室内

装饰设计、施工.以下限分公司经营：住宿、游泳馆、

美容馆（不含医学美容）、理发店、桑拿浴、健身

房、卡拉 OK、公共场所，大型餐馆，在本店内零售

卷烟、雪茄烟、酒水、预包装食品；打字、复印、

名片;会议服务，资料翻译；日用百货、工艺品、鲜

花的销售;停车场管理，旅游信息咨询，广告设计代

理发布，能源费代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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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93.41 14,433.90 36,311.53 2,040.42 10000 50000 
全资公

司 

青岛鲁商蓝

岸地产有限

公司 

20000 

一般经营项目:土地平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

租赁与销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 （以上范围需

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155,586.06 18,534.30 40,903.03 6,847.92 5000  
全资公

司 

泰安鲁商地

产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不

含房产评估），物业管理（不含保安服务），建筑

装饰工程施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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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60.37 8,629.16 27,155.17 46.73 5000 20000 
全资公

司 

菏泽鲁商置

业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

服务与咨询，建筑物维修服务，装饰装修工程；房

地产代理业务，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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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70.62 6,570.12 28,270.74 252.63 8000  
全资公

司 

济宁鲁商地

产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代理业务；房地产营销

策划；物业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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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84.16 10,675.44 87,481.98 8,978.93 10000  
全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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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达康经

贸有限公司 
300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针纺织品、服

装、鞋帽、医疗器械、家用电器、化妆品、清洁用

品、个人卫生用品、工艺品、厨房用具、首饰、计

算机耗材、办公用品、日用杂品、消防器材的批发

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网站建设维护；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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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34 1,110.71 2,405.71 438.62 1000  
全资公

司 

山东来康经

贸有限公司 
300 

食品、保健食品、服装鞋帽、医疗器械、家用电器、

化妆品、清洁用品、卫生用品、工艺品、厨房用具、

首饰、计算机耗材、办公用品、日用杂品、消防器

材批发、零售；会议会展服务；网站建设维护；旅

游项目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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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5 546.80 1,048.55 -9.28 1000  
全资公

司 

全资公司小计 250,000.00（含原 150,000.00 万元、新增 100,000.00 万元） 

临沂鲁商金

置业有限公

司 

5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工程管理，房地产销售代

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室内

装饰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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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192.11 13,763.17 26,297.54 3,188.83 5000  
控股公

司 

青岛鲁商蓝

谷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 

5000 

健康管理咨询，健康信息咨询，养老服务机构管理

咨询，诊疗服务（依据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开展

经营活动），房地产销售代理及咨询，工程管理服

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凭资质经营），物业

管理，建筑安装及建筑装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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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72.95 74,000.00 - - 10000  
控股公

司 

临沂鲁商置

业有限公司 
2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经营）；房屋出租；生

态农业观光；花卉苗圃种植；旅游产品的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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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94.93 1,432.92 9,547.23 92.89 10000 10000 
控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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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置业青

岛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及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批发、

零售：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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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642.61 35,596.72 16,732.69 1,011.08 5000  
控股公

司 

青岛鲁商置

地发展有限

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及营销策划；物业管理；建筑材

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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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811.86 26,979.57 232,255.08 -4,544.46  30000 
控股公

司 

淄博鲁商置

业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物业

管理服务与咨询；建筑物维修服务；建筑装饰设计、

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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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58.47 3,731.25 11.11 -1,257.60 5000  
控股公

司 

哈尔滨鲁商

置业有限公

司 

5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房地产代理业务；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建筑物维修服务，装修工

程；销售日用品、百货、服装、鞋帽、纺织品、五

金交电、工艺美术品、家具、电子设备、办公用品、

皮革制品、建材；社会经济咨询（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决定的前置审批项目除外）。 

629,084.55 11,396.79 225,116.59 5,757.18 5000  
控股公

司 

上海鲁商房

地产有限公

司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房地产经纪，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纺织品、五

金交电、工艺品、家具、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皮

革制品、建筑材料销售，经济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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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7.47 -767.83 - - 5000  
控股公

司 

青岛鲁商嘉

合置业有限

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受托代理房地产销售；建筑工程；物

业管理； 房屋中介；批发：装饰装潢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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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88.20 5,002.73 - 0.31 5000  
控股公

司 

青岛鲁商润

置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120000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以上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均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体育场馆经营（不含营业

性射击场开设弩射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

管理经营；文化体育活动、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大

型赛事策划；票务销售、代理；演出和体育器材的

315,787.50 120,007.49 - 7.49 9000  
控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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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房屋、场地、广告位租赁；会议及展览展示

服务；教育信息咨询（不含办学、培训及举办托幼

机构）、科技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

汽车美容养护服务；餐饮服务；翻译服务；摄像服

务，服装洗涤服务，报关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企业营销策划；批发、零售（不

含冷库）：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家具、日用百

货、玩具、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皮革制品、办公

用品、工艺品、化妆品、文化用品、橡胶制品、箱

包、鲜花、宠物用品、钟表眼镜、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首饰、

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电脑配件、电脑耗材、文体

用品、五金家电，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以上范围

均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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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鲁茂置

业有限公司 
8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不含融

资性租赁）；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证经营）以及其他

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

营许可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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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029.15 1.34 - 1.34 5000 10000 
控股公

司 

烟台鲁茂置

业有限公司 

7500（万美

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不含外商投资企

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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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28.60 30,928.60 - - 75000  
控股公

司 

山东福瑞达

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2400 

许可证范围内的消毒卫生用品、化妆品、食品、保

健食品、Ⅰ类Ⅱ类Ⅲ类医疗器械、美容器械、按摩

器械以及小家电的生产与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经许可

方可经营）。化妆品、生物制品、消毒卫生用品技

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动植物提取物

20,272.13 13,895.51 30,077.65 3,425.37 5000  
控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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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食品和药品）的生产与销售；美容美体、养

生、瘦身、仪器护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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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福瑞达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7710 

化妆品、日化用品、茶藨子叶状层菌发酵菌丝体、

琥珀酸二钠、复配食品添加剂、乳酸钙、透明质酸

钠（化妆品级）、聚谷氨酸、普鲁兰多糖、纳他霉

素、乳酸链球菌素、水溶肥料研发、生产、销售;

厨房厕所洗涤用品、保健品、美容器材、家居用品、

日用品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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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6.84 7,244.79 7,215.27 -264.00 3000  
控股公

司 

山东明仁福

瑞达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7000 

口服液、硬胶囊剂、颗粒剂、软膏剂、片剂、乳膏

剂、膏药（均为外用）、合剂、凝胶剂的生产；保

健食品“明仁牌咪必克口嚼片”、“悦己牌悦己靓丽胶

囊”、“维固康牌维固欣胶囊”、“维固康牌维固欣片”、

“三巡牌清泰咀嚼片”的生产、销售；销售本公司生产

的产品(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药品、食

品及保健品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货物进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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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00.18 44,153.68 34,243.66 2,118.70 3000  
控股公

司 

控股公司小计 200,000.00（含原 150,000.00 万元、新增 50,000.00 万元） 

合计 450,000.00（含原 300,000.00 万元、新增 15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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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本次计划新增担保额仅为预计发生额，上

述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本次担保额度的使用将视各下属公司的经营所需，由相关公司对具体担保

种类、方式、金额、期限等签署相关文件。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增加担保预计额度中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各级全资、

控股公司，且非全资公司为按所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

经营计划、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控制情况，认为对上述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可控，被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对上述预计担保

事项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就本次增加担保预计额度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增加担保预

计事项是为公司各级全资、控股公司因实际业务需要发生的融资行为提供的担

保，不存在对第三方的担保，有利于各下属公司融资的顺利开展，保证其业务发

展所需的资金需求，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违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各级全资公司、控股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

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担保，或其之间进行的担保，累计担保额为 176850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64.50%，公司不存在担

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关于公司增加 2020年担保预计额度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鲁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