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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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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被担保人均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以公司2021年经审计数据计算）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包括：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蔚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青岛蔚蓝

汇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前述范围内的被担

保人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8,000 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累计担保总额 21,00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 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公司拟在 2022 年度对资

产负债率为 70%以下（以公司 2021 年经审计数据计算）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

不超过人民币 68,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上述融资额度不限于银行借款、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贸易融资等融资业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

的担保额度可以在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公司将按照资金使用情况和融资计划

进行逐笔审批担保合同，控制好担保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对外担保额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公

司经营层在上述授信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授信事项进行调整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596-1 号 

成立时间 2007 年 08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 陈刚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餐饮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

食品);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兽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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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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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工业酶制剂研发;生物质

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发

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海洋生物活性

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

品添加剂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

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宠物食品

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



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1,471.25 万元，总

负债为 55,652.13 万元，净资产为 5,819.12 万元；2021 年度，

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2,336.37 万元，净利润为 146.11 万元

（经审计）。 

 

2. 青岛蔚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茂源路北段 

成立时间 1998 年 05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 杨碧涛 

经营范围 生产：胚毒/细胞毒活疫苗、细菌活疫苗、胚毒灭活疫苗生产线、

细胞毒灭活疫苗生产线、细菌灭活疫苗生产线、卵黄抗体生产

线（兽药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试验区内兽用

生物制品研究及饲料添加剂开发；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及技术推

广，应用生物工程技术推广；动物保健品及技术研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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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78,315.65 万元，总

负债为 23,690.67 万元，净资产为 54,624.98 万元；2021 年度，

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9,053.51 万元，净利润为 1,940.87 万元

（经审计）。 

 

3. 青岛蔚蓝汇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596-1 号 

成立时间 2016 年 7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陈刚 

经营范围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类项目待取得许可后经营），生物技术研发，销售：

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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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435.50 万元，总

负债为 11.85 万元，净资产为 2,423.65 万元；2021 年度，该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 1.84 万元（经审计）。 

 

4. 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夷安大道东祥和路南（夏庄工业园） 

成立时间 2008 年 7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 李玉强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饲料添加剂生产;饲料生产;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

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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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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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食品添

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9,156.76 万元，总

负债为 6,032.69 万元，净资产为 23,124.07 万元；2021 年度，该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36,858.60 万元，净利润为 6,188.08 万元（经

审计）。 

 

5. 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春海路 3 号 

成立时间 2002 年 6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 刘西锋 

经营范围 生产：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口

服溶液剂、消毒剂（固体）、非氯消毒剂（液体）；生产饲料添

加剂（产品名称：氨基酸（Ⅱ））：牛磺酸 微生物添加剂（Ⅱ）：

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粪肠球菌、植物乳杆菌、酿酒酵

母 抗氧化剂（Ⅱ）：乙氧基喹啉 防腐剂（Ⅱ）：丙酸 酸度调节

剂（Ⅱ）：乳酸、富马酸、柠檬酸、酒石酸、碳酸氢钠、氯化钾 

寡糖（Ⅱ）：低聚木糖 大蒜素（Ⅱ）；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兽药生产许可证，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兽药、饲料添加剂和添

加剂预混合饲料（不含生物制品）的研究。批发、零售：兽药

（不含兽用生物药品）（兽药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饲料及饲料添加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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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7,356.27 万元，总

负债为 7,892.15 万元，净资产为 9,464.12 万元；2021 年度，该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10,457.26 万元，净利润为 533.58 万元（经

审计）。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除已根据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披露的协议外，公司目前尚未

与全资子公司及金融机构签署新的担保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签署具体的协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与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以公司 2021 年经审计

数据计算）的全资子公司发生，担保风险可控，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

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规定。公司拟在 2022 年度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以公司 2021 年经审计数据

计算）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8,0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有利于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以保证周转

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同意上述担

保事项，并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3.09%，上述担保系公司对

青岛蔚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担保。 

(二) 逾期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