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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预计担保及授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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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企业拟

为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重庆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37家公司及下属公司增加2020年度担保预计额度33.11亿元； 

 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0年3月31日）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1,684,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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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增加2020年度预计担保授权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促进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主要指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授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 2020年度（指2020

年1月－2021年1月）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可能存在为公司子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各家

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增加申请额度不超过33.11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预计担保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为经股东大

会批准的2020年度增加授信计划额度内的集团内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



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授权各担保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

其他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包括： 

1. 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 

2. 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文件等。 

上述担保授权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64号）。  

    2、预计担保的综合授信增加额为33.11亿元，具体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的综合授

信增加额 

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0,000  

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恩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2,000  

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3,000  

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2,300  

9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30,000  

1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5,000  

1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九州通医药集团重庆万州有限公司  1,000  

1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  

1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1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1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十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2,000  

1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随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19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  

2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2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潍坊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  

2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温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2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咸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2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2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2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6,000  

2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28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湖北江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29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00  

30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安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000  

31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000  

32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30,000  

33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江西九州通欣涛医药有限公司  800  

34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  

35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肇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000  

36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37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331,1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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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55,589.50万元、净资产

121,065.4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49,727.96万元、净利润2,326.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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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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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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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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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0,979.61万元、净资产

23,794.2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505.74万元、净利润327.00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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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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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6,703.41万元、净资产

40,112.4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0,216.90万元、净利润7.72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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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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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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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82,113.93万元、净资产



78,744.8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34,818.06万元、净利润1,514.84

万元。 

 

（五）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美安三街、安读一路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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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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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制

剂、卫生消毒剂、卫生清洗济、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医药技术及成

果转让，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的批发兼零售，

日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药用铺料、药用包装材料、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

除外）、消毒用品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健康咨询服务，承办医药以及其他生活物资的物流管理，普通货物运输和

贸易业务，包括仓储、分拣、配送、运输及信息咨询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8%的股权，海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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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5,933.97万元、净资产

8,517.2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549.43万元、净利润13.02万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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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



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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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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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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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67,811.83万元、净资产

134,481.7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75,233.01万元、净利润943.28万

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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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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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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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83,004.33万元、净资产

25,819.7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4,825.36万元、净利润-226.96万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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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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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84,471.61万元、净资产

29,424.8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4,724.03万元、净利润287.89万元。 

 



（九）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田园大道99号 

2、注册资本：38,687.5447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销售、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

体外诊断试剂，二、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范围经营）；自有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销售普通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三级、机电安装三级、信息咨

询与服务：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软件开发；消毒品销售；发电机组、

办公家具的销售；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健身器材、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实验室设备、教学设备、教学模具、教学软件、车辆、特

种车辆、无纺布、熔喷无纺布、无纺布制品、防护用品；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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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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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77.54%股权，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79,214.01万元、净资产

114,889.91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4,507.66万元、净利润8,906.60

万元。 

 

（十）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田园大道98-99（8） 

2.注册资本：32,789.41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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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可为其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提供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冷藏、冷冻储存配送服务；仓储租赁；仓储服

务、物流加工（包装、分拣）服务、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物流供应链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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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房的居间代理；

物业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务；配载、运输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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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

询；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会议会展服务；餐饮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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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86.60%的股权，

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2,747.59万元、净资产

35,094.8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409.70万元、净利润-1,190.74万

元。 

 

（十一）九州通医药集团重庆万州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峰园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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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

药品。批发：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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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

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断试剂需低

温冷藏运输贮存），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

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介入器材。批发：6801基础外科手

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部外科手

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6830医用X射线

设备，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

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54手术室、急

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以上经营范围

按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 中药材初加工（仅限洗选、整理、晾晒、包捆）；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医疗

技术研发及推广；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

妆品、日杂（不含烟花爆竹）。（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

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九州

通医药集团重庆万州有限公司100%股权，九州通医药集团重庆万州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494.76万元、净资产

2,533.9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544.10万元、净利润296.31万元。 

 

（十二）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临沂市高新区双月湖路西段 

2、注册资本：5,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咨询；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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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Ⅱ、Ⅲ

类医疗器械批发和零售（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经营）；医疗器械租赁；普通货运（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

零售；销售：保健食品、日用百货、化妆品；（以上食品类项目凭食品经营许可

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及需许可经营的仓储项目）；

场地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代理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房屋租赁；销售：药用辅料、药用包材、消毒用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工产品）；节能产品的软、硬件设计、开发（不含生产）、

销售。（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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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临沂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临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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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6,333.64万元、净资产

6,792.8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012.27万元、净利润39.18万元。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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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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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器械（凭

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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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信息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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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5,768.63万元、净资产

15,688.2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5,867.36万元、净利润133.56万元。 

 

（十四）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万泉河路88号 

2、注册资本：3,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经营范围：药品经营；药品生产；食品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

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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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饲料添加剂，化学试剂，母婴用品，化妆品，

玻璃仪器，消杀用品，五金制品，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健身器

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初级农产品，仓储设施及设备，保健用品，卫生

用品的销售；办公设备，汽车，自有房屋，医用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医药

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国内各类广告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自

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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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宁波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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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995.80万元、净资产

2,625.2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072.98万元、净利润-278.01万元。 

 



（十五）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广水路612号 

2、注册资本：7,1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软件、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批发：

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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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洗涤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妆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品）；仓储（不含冷冻、

冷藏、制冷等涉氨经营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储存）；场地租赁；房屋租赁；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医

疗器械维修（不含特种设备）；环保设备的设计、研发、批发、零售、安装、维

修（不含特种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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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青岛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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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5,769.00万元、净资产

12,481.2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5,002.31万元、净利润165.37万元。 

 

（十六）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石井社区坪葵路281号厂房B九州通厂房B3

层/B4层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咨询、企业投资策划（以上不含人才中介

服务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纺织品、服装、化妆品、日用品、五金交电、

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消毒产品（不含消毒器械

类）、办公家具、健身器材、纸制品、电线电缆、包装材料、办公用品、农副产

品、药用包材、药用辅料、化工产品、实验室设备、仪器仪表的购销；医疗专用



车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广告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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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医疗器械经

营；普通货运；定型包装食品的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及零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深圳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3,693.76万元、净资产

5,206.6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1,935.20万元、净利润301.11万元。  

 

（十七）十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十堰市普林工业园普林路25号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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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剂、抗生素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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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药用包

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应取得许可经营的商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用品销售；

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会务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冻

冷藏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奶

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热食类食品制售；普通货物运输；计算机网络技术

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

理）；药品国内贸易代理服务；计生用品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十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十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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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5,424.19万元、净资产

6,910.18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0,155.81万元、净利润92.21万元。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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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恩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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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证券、期货、民间投融资类咨询服务）。（以上经营项目均不含危化

品及国家限制、禁止及需取得前置许可的经营项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并按许可项目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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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053.30万元、净资产

2,605.8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088.94万元、净利润39.75万元。 

 

（十九）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白塔镇桐江路8号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具体范围详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食品

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医药中间体、化妆品、日用品百货、



消毒用品、药品包装材料、兽药、办公设备、办公用品批发、零售；仓储服务（不

含化学危险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制

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医用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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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台州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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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7,070.02万元、净资产

3,991.7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094.56万元、净利润-56.28万元。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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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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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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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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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0,219.18万元、净资产

13,477.91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3,493.84万元、净利润242.24万元。 



 

（二十一）潍坊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庄检路3399号13号楼北侧办公楼一楼、二楼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销售：药品、I类、II类、III类医疗器械、食品、消杀用品、化

妆品、日用品、仪器仪表、五金产品、环境检测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包装材料、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器械维修、租赁（不

含金融租赁、融资租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仓储服务（以上不含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国际及国内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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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潍坊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潍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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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883.84万元、净资产-120.81

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4.64万元、净利润-40.55万元。 

 

（二十二）温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四道187号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在

《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第Ⅰ类、Ⅱ类、Ⅲ类医疗器械经营（在《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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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在

《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监



控、易制毒化学品）、消毒剂、药用辅料、药用包材、五金制品、机械设备、生

活日用品、玻璃仪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健身器材、眼

镜（不含隐形眼镜）、化妆品、计算机硬件、软件（不含电子出版物）及辅助设

备（除网络游戏）；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信息）；自有房屋租

赁、医疗设备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的仓储）；企业

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国内各类广告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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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温州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温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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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5,210.90万元、净资产

6,455.1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235.14万元、净利润-2.93万元。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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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聂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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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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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271.80万元，净资产

1,260.6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063.25万元，净利润204.06万元。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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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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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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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65,339.10万元、净资产

85,838.8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2,142.16万元、净利润-55.02万元。 

 

（二十五）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奥斯迪电子商务交易产业园J区2栋6层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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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血液制品、不含疫苗）、医疗设备租赁、医疗

用品及器材销售；数据库和云数据库服务；场地及其房屋租赁；经济信息咨询（不

得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衍生业务、个人征信业务）；化妆品、日用百货、农

副产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消毒用品、医疗器械、五金

交电、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洗涤用品、卫生用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办公用品、散装食品、花卉、眼镜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医疗器械

的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工程的施工与设计；企业管理；房地产经

纪业务；办公设备租赁；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仓储服务；国内各类广



告的制作、设计、发布（严禁涉及危险化学品、涉氨制冷业及国家限定违禁管制

品）（不得在经开区内从事本区产业政策中限制类、禁止类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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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权，云南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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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529.00万元、净资产

9,694.7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9,116.78万元、净利润176.42万元。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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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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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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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增值业务（以上三项须经审批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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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重庆九



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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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0,562.78万元、净资产

53,181.7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2,001.36万元、净利润1,761.23万

元。 

 

（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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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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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以上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

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批发兼零售、租赁：I、II、III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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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

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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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包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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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9,679.29万元、净资产

31,181.6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4,435.29万元、净利润577.86万元。 

 



（二十八）湖北江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仙桃市仙源大道69号1号楼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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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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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510.55万元、净资产

2,120.48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984.05万元、净利润70.27万元。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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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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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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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1,146.95万元、净资产

20,913.1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253.25万元、净利润-1,277.89万

元。 

 

（三十）安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汤阴县韩庄镇大光村产业集聚区岳庙街与工兴大道交叉口东北方

位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超华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咨询；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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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医疗器械二、三类凭《医疗器械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批

发和零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批发兼零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销售：保健品、日用百货、化妆品（需许

可证经营的除外）；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及需许可证经营的仓储项目）；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租赁；销售：农副产品、玻璃仪

器、物流设备、信息设备、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药用辅料、药用包

材、消毒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工产品）；兽药的销售：

普通货运、货运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药品交易和药品信息服务、商务

会展：场地出租国内广告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从事货物和技术出口业

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外设备的耗材的代理和销售：医

疗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安阳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70%股权，安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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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8,396.87万元、净资产

3,051.61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212.96万元、净利润-119.04万元。 



 

（三十一）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环城西路6号环城西路小学综合办公楼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4、经营范围： 药品（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零售，保健食品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用品、计生用品、

食用农产品、化妆品、日用品、洗化用品、劳保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用品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广告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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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九九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有

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1.22%股权，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元

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65%股权，安徽元初药房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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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791.86万元、净资产

1,615.7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933.59万元、净利润-4.46万元。 

 

（三十二）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新乡市红旗区工业园区海马路03号 

2、 注册资本：13,000万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 贾旗伟 

4、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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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

器械批发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批发零售；日用百货（不含弩、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销售；

医药信息咨询；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保健食品、消毒用品



（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体外诊断试剂、化学试剂（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

险品）、玻璃仪器、保健用品、化学原料药（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销售；

进出口贸易；第三方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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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年12月23日和2020年5月26日与河南海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

及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增资完成后，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河南海华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51%的股权。 

6、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6,399.03万元、净资产

14,441.7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9,992.83万元、净利润373.67万元。 

 

（三十三）江西九州通欣涛医药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才都工业园银涛大道1号 

2、 注册资本：4,100万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陈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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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

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1月08日）；医疗器械销售（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9年5月28日）；保健食品经营（凭保健食品经营者备案表经营）预包装食

品、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凭

食品许可证经营）；化妆品、日用品、消毒用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具体经营

范围详见许可证，凭相关经营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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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持有江西

九州通欣涛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江西九州通欣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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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222.46万元、净资产

4,636.6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436.73万元、净利润-6.23万元。 

 



（三十四）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内蒙古红山物流园区赤锡路160号 

2、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杨进东  

4、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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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药、抗生

素原料药、医疗用毒性用品（蟾酥粉）批发；医疗器械Ⅲ类、Ⅱ类（凭许可在有

效期内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销售；保

健用品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药学研究服务；医疗器械Ⅰ类（许可项目除外）、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包装材料及容器、日用

百货、卫生用品、化妆品销售；农副产品购销；仓储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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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杀用品、药用辅料销售；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

现代贸易物流服务；冷链运输；房屋租赁；药物信息技术推广；汽车销售；软件

研发；软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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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权，赤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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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7,867.68万元、净资产

6,069.4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0,631.75万元、净利润699.16万元。 

 

（三十五）肇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睦岗镇棠下科技工业园南侧第一区祥昱鞋厂对面1

号大楼 

2、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许红星 

4、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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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质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保健食品、化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



械、计生用品、卫生用品、环境监测设备、仪表仪器设备、洗涤用品、消毒产品

（不含消毒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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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肤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它婴儿配方

食品、健身器材；医药企业管理策划；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

物的搬运、装卸、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另设经营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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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肇庆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70%股权，肇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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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437.65万元、净资产

1,572.0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431.80万元、净利润-60.01万元。 

 

（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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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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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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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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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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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0,049.11万元、净资产



30,896.5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8,815.15万元、净利润84.21万元。 

 

（三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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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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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6,375.13万元、净资产

21,185.6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2,731.10万元、净利润326.58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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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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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可以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同意将2020年度公司及

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担保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预计担保及授权仅是增加的2020年度的计划额度，并不表明已发生实际

担保行为；本公司在2020年度计划限额内的具体担保行为真实发生时，将会在每

个季度的次月及时按照相关要求集中披露当季的实际担保情况。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1,684,321.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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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以上但采取委托经营模式的企业），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20

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78.01%，总资产的23.45%。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2020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