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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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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 56家公司； 

● 本季度担保金额：本季度担保金额合计 565,775.00万元； 

● 本季度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1,875,870.00 万元，主要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审议情况：公司已于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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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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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

企业可能存在为被担保人向各家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445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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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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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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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公司公告：临 2019-128、临 2020-00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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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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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6,000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3,000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翠微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2,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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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1,5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0 12 

中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丰台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0 12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0 1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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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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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先拓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 
1,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97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000 12 

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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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1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颍上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600 12 

华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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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600 12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

山利合广场支行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月） 
授信银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500 12 

汇丰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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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1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宁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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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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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2,0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呼兰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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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

有限公司 
3,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河北腾翀医疗器械贸

易有限公司 
1,5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 
4,000 12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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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 
2,000 12 

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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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九州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1,995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红专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3,0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金成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4,98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7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大直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1,000 12 

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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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14,000 3 

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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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6,75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大直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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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2,100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0 12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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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罗田县支行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月） 
授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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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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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7,0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科技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 

浙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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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

公司 
3,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

公司 
2,000 12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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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1,0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市东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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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2 

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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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8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都司前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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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恒业通（辽宁）医

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995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

限公司 
8,000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3,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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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岸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5,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岸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2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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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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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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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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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月） 
授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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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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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

片产业有限公司 
1,000 12 

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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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13,3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2,700 2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9,9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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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2 

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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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000 12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晋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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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开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开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阳渭城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35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阳渭城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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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6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000 12 

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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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2,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000 12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都江堰天马分理处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

限公司 
3,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光华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太原昌泽盛贸易有限

公司 
2,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月） 
授信银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太原昌泽盛贸易有限

公司 
3,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太原昌泽盛贸易有限

公司 
1,000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

限公司 
2,000 12 

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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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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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2 

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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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

有限公司 
1,5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九州通蒙太因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2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6,000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襄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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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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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5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伍家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 

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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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12 

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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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1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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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500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500 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南岸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500 12 

汇丰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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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月） 
授信银行 

合计 565,77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广平大街9号8幢2层229室—233室 

2、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

信息服务；销售、租赁医疗器械Ⅰ类、Ⅱ类；维修医疗器械；经济贸易咨询；投

资管理；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销售日用品、卫生用品、避孕套、避孕帽、早

孕检验试纸、早孕检验试笔、早孕检验盒、化妆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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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批发药

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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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

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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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16.42万元、净资产

6,460.0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987.11万元、净利润371.16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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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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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用品、卫生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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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30.98万元、净资产

23,583.6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4,955.44万元、净利润-21.37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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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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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零售海马、玳瑁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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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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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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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北京先拓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802房间 

2、注册资本：6,122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销售电子计算机、五金交电（不得从事实体店铺

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百货、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不得从事实体店铺经

营）、机电设备；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家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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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

京先拓医疗器材有限公司51%股权，北京先拓医疗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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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6.11万元、净资产

4,772.6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155.05万元、净利润58.41万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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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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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颍上县工业园区颍泰路东侧、北环路北侧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彭振林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批发；医疗器械（三类、二类、一类）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有效

期限经营）；特殊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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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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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危

化品、成品油）；消杀产品、化妆品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康复器材、康

复设备、健身器材以及设备的销售。特种设备销售；二甲苯、甲醛、95%乙醇、

无水乙醇零售（无储存）；电子产品销售，劳保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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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阜阳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60%股权，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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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4.57万元、净资产

6,331.4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270.52万元、净利润116.28万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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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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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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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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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第

二类）；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会议室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含冷链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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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46.25万元、净资产

13,336.1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0,286.31万元、净利润563.25万元。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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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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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楼三楼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舒小斌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终止妊娠药品、医药中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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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肽类激素制剂，卫生消毒剂，卫生清洗剂，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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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药用包装材料、

化工产品（化学危险除外）、消毒用品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健康管理，健康咨询服务，电子设备的销售和租



赁。（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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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公司60%股权，海

南九州通康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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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8.02万元、净资产

4,755.61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141.90万元、净利润174.00万元。 

 

（十三）河北腾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维明南大街389号广美国际1号楼2901室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消杀用品（剧毒除外）、日用百货、

玻璃制品、软件、计算机及外围辅助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不含公共安全

设备及器材）的销售及维修；软件、信息技术、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

国内广告业务、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业务，酒店企业管理、健康管理咨询（治疗、

诊疗除外）；办公设备、工艺美术品、文具用品的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贸易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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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

北腾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51%股权，河北腾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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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4.55万元、净资产

6,200.2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077.72万元、净利润75.05万元。 

 

（十四）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医药产业园纵三路1号） 

2、注册资本：30,6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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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药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以上经营范围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消毒用品、保健用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

医学检验服务、生物科技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医药信息咨询、商务咨询服务；

药品仓库管理服务、仓储装卸服务（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货物中转、

货运信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运；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河南九

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50.98%股权，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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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83.75万元、净资产

31,650.6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7,920.82万元、净利润259.35万元。 

 

（十五）河南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88号4号楼5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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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日

用百货、消杀用品、玻璃仪器、制冷设备及配件、USP电源及蓄电池、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智能设备、办公设备；医疗器械的咨询、安装、检测、维修；医疗设

备租赁；计算机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

商务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医疗器械、电子产品的技术

服务；医疗信息咨询。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

南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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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70万元、净资产

7,684.4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9,496.43万元、净利润290.82万元。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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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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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黑龙江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龙兴路1819号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分拣中

心 

2、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卫生用品、日用百



货、化妆品、消毒产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文教用品、办公设备、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剧毒化学品）；医疗设备租赁、咨询

及服务；医疗器械的安装、售后服务及技术推广；电力电子技术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业务；医药技术开发咨询；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剧毒化学品）以自有资金对医疗行业

进行投资；自有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 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黑

龙江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00%股权，黑龙江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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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8.13万元、净资产

1,410.9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051.55万元、净利润148.69万元。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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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新城十七路8号 

2、注册资本：8,654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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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九州天润

中药产业有限公司60%股权，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48%、52%股权，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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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21.74万元、净资产

16,608.5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608.38万元、净利润875.94万元。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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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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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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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需取

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商品）购销；不动产租赁；仓储服务（不得从事危险化学

品、成品油和粮食的仓储经营业务，并且不包括港口仓储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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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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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九州天润

中药产业有限公司60%股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黄冈金贵中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黄冈金贵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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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9.56万元、净资产

3,448.0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328.52万元、净利润-0.03万元。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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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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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消杀产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保健食品、化妆品、日用百货、

办公用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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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4,007.26万元，净资产

5,658.2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302.41万元、净利润63.46万元。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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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2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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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药品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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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26,300.20万元、净资产

59,320.5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92,538.74万元、净利润-650.52万元。 

 

（二十四）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B-06号 

2、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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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二类精神药品制

剂、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保健食品批发；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用品、包装材料及化工产品（易制

毒及危险化学品除外）、卫生用品、环境监测设备、仪器仪表设备及配件、计算

机及配件、塑料制品、化学试剂和助剂（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会展服务；仓储租赁（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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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西九

州通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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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95.19万元、净资产

26,358.7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5,472.27万元、净利润162.42万元。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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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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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909.34万元、净资产

5,110.88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11.80万元、净利润329.28万元。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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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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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信中药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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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8,498.31万元、净资产

3,681.68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927.81万元、净利润149.20万元。 

 

（二十七）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荆州市荆州开发区沙岑路58号 

2、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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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制品、中药材、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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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计生用品、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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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品、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化妆品、源于农业初级产品的销

售；医疗技术及中药材种植咨询服务；中药材种植；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

务（不含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及易制毒物品）；自有房屋租赁；会议会展服务

（不含餐饮和住宿）；经营利用穿山甲甲片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中成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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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荆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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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70.15万元、净资产

18,649.4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4,234.27万元、净利润483.10万元。 

 

（二十八）九州恒业通（辽宁）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96号2904-2906房间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医疗设备、网络、虚拟现实、物联网、医疗软件、计

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医疗器械及配件、医疗

设备销售、维修、安装、调试、租赁；机电产品、教学设备、机器人、无人机、

家具、五金产品、家用电器、人工智能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销售、维

修、租赁；仓储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消防器材、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安防设

备、通讯器材、消毒产品销售；医疗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

服务；网上贸易代理；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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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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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九

州恒业通（辽宁）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九州恒业通（辽宁）医疗器

械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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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9.93万元、净资产

4,714.7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274.76万元、净利润42.23万元。 



 

（二十九）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107国道南六支沟西东西湖大道6072号 

2、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登攀 

4、经营范围：中药材购销；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不

含证券投资咨询）；农产品收购与销售（不含粮食）；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

产品、办公用品、计算机及软件、农产品的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厂

房、机械设备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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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许可的项目，应当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九州天润

中药产业有限公司60%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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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7,442.57万元、净资产

39,593.08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41.63万元、净利润369.24万元。 

 

（三十）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亳州市经济开发区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D8栋01铺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杨钊 

4、经营范围：中药材购销（系未经炮制及药品标准或炮制规范允许初加工的中

药材）；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咨询；货运代理；装卸服务；仓储服务；会议会展

服务；农副产品购销；中药材种植及咨询服务；中药材种子、种苗购销；农产品

初加工；食品购销、日用百货购销；中药材和食品检测、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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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00%股



权，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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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67.78万元、净资产

-781.05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29.97万元、净利润-491.17万元。 

 

（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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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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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用品经营；食品、卫生材料、药品、初级农产品、机械设备、文

化用品、玻璃制品、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化妆品、日用百货、计算机软硬件及

外辅设备、电子产品及配件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

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消杀、消毒类产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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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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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9,630.66万元、净资产

30,428.8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1,573.12万元、净利润102.92万元。 

 

（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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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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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6.74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Ⅲ类批发；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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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的批发兼零售；医

疗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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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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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512.51万元、净资产

3,677.18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173.57万元、净利润26.85万元。 



 

（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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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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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信中药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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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6,668.88万元、净资产

10,808.3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825.70万元、净利润471.68万元。 

 

（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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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开元路30号1号楼16层30-154号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I类医疗器械、II类医疗器械、III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医疗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设备的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消毒剂类、电子产品、玻璃仪器、

实验设备、分析仪器、教学仪器及标本模型、环保仪器、实验耗材、计算机软硬

件的销售体育用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塑料制品、纺织品、钢材、

针织品、水暖器材、机电产品、五金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信息咨询；生物制品（限诊断试剂）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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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青

海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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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4.21万元、净资产

5,179.9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426.00万元、净利润53.22万元。 



 

（三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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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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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93.82万元、净资产 

74,738.31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52,397.33万元、净利润1,047.93

万元。 

 

（三十八）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真武路200号物流中心5楼 

2、注册资本：5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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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医疗



器械经营：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经营）、医疗设

备的销售；医疗器械售后服务与维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限二类）、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的销售；实验

室设备、药用包材、药用辅料、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消杀用品、化妆品、农副

产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劳保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的销售；医药技术研

发与咨询、仓储服务；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

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医疗设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停车场服务；住宿服务；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餐饮服务；洗涤设备、厨房设备

的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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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4.83%股权，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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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11.58万元、净资产 

62,777.6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3,514.26万元、净利润-155.67万元。 

 

（三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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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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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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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44.79万元、净资产

4,926.2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714.35万元、净利润-54.41万元。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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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檬桥路777号 

2、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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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营养食品；餐饮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2.03%股权，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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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4,391.30万元、净资产

42,308.6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2,850.84万元、净利润876.75万元。 

 

（四十二）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四路166号第1栋2单元8层4、5

号 

2、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

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业化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商品批发与零售；租赁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维

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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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四

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四川瑞健恒业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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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6.84万元、净资产

6,008.79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7,926.32万元、净利润-41.44万元。 



 

（四十三）太原昌泽盛贸易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晋安东街7号94幢A座4层0408号、1008号、1009

号 

2、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经营I、II、III类；医疗器械的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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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太

原昌泽盛贸易有限公司51%股权，太原昌泽盛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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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9.90万元、净资产

8,243.9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933.62万元、净利润104.47万元。 

 

（四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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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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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3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周辉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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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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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3,942.01万元、净资产

8,075.7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4,026.35万元、净利润67.12万元。 

 

（四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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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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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辅料，保健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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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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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2,229.59万元、净资产

12,948.1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2,061.76万元、净利润177.87万元。 

 

（四十七）西安九州通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兴庆路98号2幢1单元10310室 

2、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李建 

4、经营范围：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医

用电子仪器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软件、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介入器材的

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从事普通货物运输；医疗科技、医疗器械科技、

生物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及软件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展服务；日用百货、化妆品、工艺礼品、服

装服饰、电子设备及元器件、仪器仪表、办公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建筑装潢材料、通讯器材、消毒剂、包装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实验室

设备、金属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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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西

安九州通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权，西安九州通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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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412.23万元、净资产

3,834.5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2,386.84万元、净利润61.83万元。 

 

（四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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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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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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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方食品的批发；计生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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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02.45万元、净资产

23,204.73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6,172.23万元、净利润217.30万元。 

 

（四十九）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11号 



2、注册资本：11,333.33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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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二类精神药品、医

疗用毒性药品（中药）、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的批发；

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保健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奶粉销售）、化妆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企业管理服务；会议会展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不含投资、融

资、期货、证券咨询）；卫生材料、医药用品、医疗器械配套消毒品、药用包材、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用品及化学试剂）销售；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的网络销售；药品、医疗器械的网络零售；血液制品的销售；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品、易制毒、放射性物品、腐蚀性物品、危

险化学品）；物流园运营服务；物流代理服务；冷链物流配送；场地租赁；计算

机科技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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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三维重建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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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襄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88.24%股权，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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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2.97万元、净资产

15,589.32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12,429.22万元、净利润-236.50万元。 

 

（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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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岳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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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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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604.36万元、净资产

7,836.9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3,897.69万元、净利润50.10万元。 

 

（五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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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339.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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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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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云 

4、经营范围：药品、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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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



文件的，不得经营）；Ⅰ、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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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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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95.79万元、净资产

11,394.64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8,831.30万元、净利润-169.95万元。 

 

（五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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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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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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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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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浙江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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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72.99万元、净资产

45,800.8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62,242.25万元、净利润-253.90万元。 

 

（五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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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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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97.72万元，净资产

39,901.11万元，2020年1-3月实现销售收入53,040.67万元、净利润-1,420.95

万元。 

 

（五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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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3 个月，6 个月，8 个月，9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

28个月、36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 565,775.00万元； 

反担保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及

其关联方为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2020年第二季度，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提供反担保方 

北京先拓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博瀚科技有限公司 

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赵一楠 

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公司 舒小斌 

河北腾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博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李金锁、王海风、郑州国晟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辉 

江西盈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郭华鹏 

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曾涛 

九州恒业通（辽宁）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林伟光 

九州通金合（辽宁）药业有限公司 刘强 

九州星微（武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深谷星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龙丝雨 

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晟银行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九州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志国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王亚雄 

陕西九州通康欣医药有限公司 周辉、杨新琴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吴海波 

四川瑞健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乐得来科技有限公司 、邓光跃 



被担保方 提供反担保方 

太原昌泽盛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崇胜达贸易有限公司、陈志刚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 刘永虎、冯斌 

西安九州通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邢震声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李建 

新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赵峰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赵立红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刘强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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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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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8、临 2020-005）。 

董事会认为，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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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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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 1,875,87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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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9%，

总资产的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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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以上但采取委托经营模式的企业），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

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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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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