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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控股公司名称 简称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天方药业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三洋药业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康力 

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 永正公司 

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 黑龙江公司 

新疆天方恒德医药有限公司 新疆恒德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铸盈 

河北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通用 

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中国医保 

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技服公司 

美康医疗器械敷料有限公司 美康敷料 

北京美康百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泰公司 

广东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通用 

美康（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美康香港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医药 

●本次担保数量： 

根据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医药”）经营

计划和实际运营需要，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为 27.28 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程序开展相关实施工作。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经第八届董事会第 4次会议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2020年度公司预计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42.18亿元人民币，2020年实

际提供的担保发生额为 18.77亿元。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8.73亿元，其中银行授信担保 85,393万元，采购付款担保 1,872万

元。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统筹考虑授信资源的安排，结合各控股公司实际业务需要，2021 年度公

司预计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7.28亿元人民币，安排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合计 
银行 其他 

中国医药 天方药业 55,000   55,000 

中国医药 三洋药业 10,500   10,500 

中国医药 中国医保 43,000   43,000 

中国医保 美康香港 15,000   15,000 

中国医药 中国技服 59,000   59,000 

中国医药 美康敷料 5,000   5,000 

中国医药 通用康力 3,000   3,000 

中国医药 百泰公司 5,000   5,000 

中国医药 永正公司 5,000   5,000 

中国医药 黑龙江公司 5,000   5,000 

中国医药 恒德医药 7,500   7,500 

中国医药 沈阳铸盈 16,000 1,800 17,800 

中国医药 河北通用 5,000 2,000 7,000 

中国医药 广东通用 5,000   5,000 

天方药业 河南医药 30,000   30,000 

合计 269,000 3,800 272,800 

注：中国医药对沈阳铸盈、河北通用提供的担保额度中有 3,800 万元是为其与诺和诺德（中

国）制药有限公司开展分销业务采购付款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基于可能的变化，对于本

次担保计划： 

(一) 担保方为同一方的，其对担保计划中限定的被担保方的担保，在担保总

额度内可以相互调剂； 



(二) 担保方为同一方的，其可以在担保总额度内对担保计划中限定的被担保

方以外的其他全资或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三) 以上额度调剂仅限于在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即对全资子

公司的担保额度不可以调剂用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可以调剂用

于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毛全贵 

注册资本：42,000万元 

住所：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光明路 2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大容量注射剂、片剂（含激素类）、硬胶囊剂、软膏剂、

乳膏剂、酊剂（外用）、原料药、药用辅料、精神药品、小容量注射剂生产销售（以

上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

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销售咨询服

务；有形动产租赁、技术咨询；仓储物流服务业务；农产品采购和销售；医药化工

品、医药中间体（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原料药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

凭证经营） 

 

(二)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富志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海力路 8号 

经营范围：中、西药原材料及其制剂、中成药、中药材生产销售；医药技术开

发、转让及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 



 

(三)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富志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 269号 

经营范围：冻干粉针剂（含青霉素类、激素类、抗肿瘤类）、粉针剂（含青霉素

类、激素类）、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抗肿瘤类）、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干

混悬剂（均为头孢菌素类）、无菌原料药、原料药的生产、医药中间体生产及销售。 

 

(四)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欣 

注册资本：4,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益园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C 区(西杉创意园四区)5

号楼二层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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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

试剂（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年 06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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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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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2月

19日）；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1年 05 月 09日）；销售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日用杂货、机械

设备、化妆品；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仓储服务；

技术推广；基因检测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五)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超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36号 

经营范围：按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

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

精神药品制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制剂、麻精药品（含冷藏冷冻）、医疗用

毒性药品制剂（A型肉毒毒素）（有效期至 2025 年 04月 29日）；医疗、医药咨询（不

含诊疗、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在委托范围内从事委托方自有房屋租赁；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医疗器

械、日用消毒品（不含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化妆品、计生用品、日用百

货、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电脑及耗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劳保用品、数

码产品、环保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药品零售；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六)新疆天方恒德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超 

注册资本：2,400万元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东六路 86号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制剂、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保健食品的销售。医

疗门诊（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化妆品，纺织品，

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皮棉，棉短绒，农膜，建

筑材料，农副产品、消毒制品的销售；计算机及软硬件的销售，计算机技术信息服

务；房屋租赁，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商务信息咨询（金融类

信息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制作、设计和发布，场地租赁，医疗器械租赁



服务，货物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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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七)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 14号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第二类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消杀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

化用品、玻璃制品、化工产品、化工原料、日用百货批发、零售；房屋租赁；经济

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医药信息咨询；医疗器械技术咨询；市场推广服务；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农产品收购；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 

 

(八)河北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超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住所：石家庄市高新区闽江道 3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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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精神药品、麻

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单方制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

食品的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聚酯纤维夹板）；医疗器械、救护车、计生

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电器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辅助设备、保健用

品、活性炭、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产品、日用百货、玻璃制品、化学试剂、

食品添加剂、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制药设备、空调设

备、机电设备、环保设备、空气净化器的销售；医疗器械维修；消毒用品、杀虫用



品（灭鼠剂、化学危险品除外）、实验室仪器、教学模具、体育用品的销售；二氧化

氯、异辛烷、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二氧

化碳和环氧乙烷混合物、二氧化碳和氧气混合物、环氧乙烷、环氧乙烷和氧化丙烯

混合物【含环氧乙烷≤30%】、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乙醇【无水】、

乙醇溶液【按体积含乙醇大于 24%】、乙酸【含量＞80%】、乙酸溶液【10%＜含量≤

80%】、硝化甘油乙醇溶液【含硝化甘油≤10%】、多聚甲醛、甲醛溶液的批发（无储

存）（经营有效期至 2022年 5月 15日）；物流服务，货运服务；房屋租赁；汽车租

赁；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及其他前置许可项目除外）；计算机软件技术开

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

禁止的除外）。 

 

(九)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宏新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18号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I 类、II 类）；加工中药饮片（仅限分公司经营）；

专业承包（仅限境外）；销售化工产品、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谷物、豆类、

薯类、饲料、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机械

电器设备、农畜产品、化妆品、卫生用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仓储服务；租赁仪器及机械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及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种植中药材；收购农畜产品（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维修医疗器械；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11月 13日）；中成药、

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12月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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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12月

14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经营项目登

记为“生产化工产品”；需要先行取得环保部门的审批。属于经营类的，经营项目登



记为“销售化工产品”。也可根据企业申请登记为“生产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或“销售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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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十)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东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43号 11层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Ⅲ类（经营范围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准）；销售

食品；销售Ⅴ类放射源，销售Ⅱ类，Ⅲ类射线装置；销售医疗器械Ⅰ、Ⅱ类；租赁

医疗器械；维修医疗器械；计算机系统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信息咨询；仓储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办公用品、日

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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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北京美康百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超 

注册资本：5,365.38 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路 23号北坞创新园北区 4号楼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批发药品；销售医疗器械 III类；技术推广；租赁

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医疗器械 I类、Ⅱ类；计算机系统服务；仓储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批发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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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广东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超 

注册资本：6,100万元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17号内自编 5号（8号馆）四层北侧物业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第二类

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用百货；销售：体外诊断试剂（特殊管理

诊断试剂除外），二、三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一类医疗器械，科研试剂，化妆

品，消毒剂；货物进出口；开展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业务，开展第三方医疗器械现

代物流业务；药品信息咨询。 

 

(十三)美康（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环红棉道 8号东昌大厦 7楼 

股本：800万美元 

董事：王宏新、梅媚、宋磊 

 

(十四)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宏军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住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站街 14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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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

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玻璃仪器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日用品批发；日用化学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非食用冰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 

 

(十五)美康医疗器械敷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东男 

注册资本：196.6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18号 

经营范围：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5 月

14日）；销售医疗器械（限 I类、II类）；经营、代理医疗器械、医用辅料的进出口

业务；租赁医疗器械；维修医疗器械；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转口、对销贸易业务及经贸不批准的其他商品进出口业务；销售百货。 

 

三、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法人口径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控股 

比例%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其中： 

短期借款 

其中： 

流动负债 

合计 

净资产合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天方药业 100 380,700.71   168,299.37  30,000.00   155,878.34   212,401.34   126,605.56     -235.52  

通用三洋 100  79,568.83    25,791.90      25,576.80    53,776.93    45,628.89    6,827.74  

通用康力 54  46,973.80    13,197.22      13,050.22    33,776.58    33,074.01    2,974.56  

永正公司 92 183,333.08   162,043.38   3,100.00    89,043.38    21,289.71   230,936.17   -4,625.76  

黑龙江公司 51  89,542.95    82,477.48   9,000.00    82,477.48     7,065.47    29,775.28   -1,249.30  



被担保人 
控股 

比例%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其中： 

短期借款 

其中： 

流动负债 

合计 

净资产合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新疆恒德 65.33  36,374.96    33,435.37     400.00    33,302.12     2,939.60    24,808.42      375.36  

沈阳铸盈 60 103,418.65    80,136.83   5,000.17    80,128.85    23,281.83   232,622.54    5,787.42  

河北通用 70 163,047.35   131,863.63   1,701.06   131,633.50    31,183.72   208,538.16    8,072.93  

中国医保 100 383,036.21   301,925.85   1,150.00   125,235.01    81,110.36   293,920.32    5,897.03  

技服公司 100 113,168.32    80,811.38   2,500.00    80,811.38    32,356.94   252,104.76    5,344.19  

美康敷料 100   5,090.24     4,389.55  
 

   4,389.55       700.68     7,591.70      156.82  

百泰公司 55.91  98,859.56    35,044.18      35,044.18    63,815.38   101,778.67    9,418.89  

广东通用 51 300,467.68   273,559.66  22,000.00   233,430.72    26,908.02   499,548.51    1,072.50  

美康香港 100  12,290.18     4,964.12       4,964.12     7,326.06    12,656.47      450.95  

河南医药 60 244,860.80   217,252.85  22,500.00   177,223.98    27,607.95   267,996.09      618.47  

天方药业亏损主要是由于计提其下属公司河南通用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所致；永正

公司及黑龙江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未按个别认定法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期限：一年 

(三)担保金额：27.28亿元人民币 

(四)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控股公司将根据各自资

金需求及业务实际实施进度与相关各方签订有关担保协议。 

 

五、董事会意见 

（一）经第八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为控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2021年度对上述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计划和实际运营

需要，能够解决上述企业的资金需求、满足业务需要，保证其经营可持续性发展需

要。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企业

经营实际需要，可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可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

提供担保时，将按有关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73 亿元，占公

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7.14％。 

2021 年度公司预计对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7.28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22.33％。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