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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21      证券简称：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2023-014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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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阳光诺和”）

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8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 

 被担保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和德美”）、北京阳光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德

美”），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

和晟泰”）。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一、本次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情况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捌亿元

整（小写：8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向银行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如下： 

序号 借款方 拟申请授信额度（万元） 

1 阳光诺和 60,000 

2 诺和德美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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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阳光德美 4,000 

4 诺和晟泰 4,000 

合计 80,000 

具体授信品种及授信额度分配，使用金额、利息、使用期限以及具体的担保

范围、担保期间等内容以公司最终与银行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全权办理上述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接受关联担保事项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业务需求，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诺和德美申请总

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阳光德美申请总

额不超过 4,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为控股子公司诺和晟泰申请总额

不超过 4,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公司拟为上述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 

同时，为支持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业务需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虔

和其配偶及董事、总经理刘宇晶和其配偶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拟签署相关保证担保合同；上述关联方为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公司及子公司也不向其提供任何反担保，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担保的具体内容及期限以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是公

司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担保额度可以在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之间进行

内部调剂。如在本次额度预计的授权期间内发生新增各级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需

求，对该等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也可以在上述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三）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 2023 年

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关联董事利虔

先生、刘宇晶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公司对外担保的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诺和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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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西路 79 号院 7 号楼二层 

4、法定代表人：邵妍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7 日 

7、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推广；医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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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701.69 20,874.03 

负债总额 13,577.55 13,409.06 

净资产 9,124.14 7,464.97 

营业收入 16,634.82 15,364.49 

净利润 1,659.17 2,351.82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469.58 2,313.48 

 

（二）阳光德美 

1、名称：北京阳光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8 号 2 号楼 311 室 

4、法定代表人：刘宇晶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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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2 日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药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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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630.22 6,977.72 

负债总额 7,918.41 4,008.60 

净资产 3,711.81 2,969.12 

营业收入 4,290.45 3,623.81 

净利润 742.69 662.21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728.53 659.07 

 

（三）诺和晟泰 

1、名称：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凤凰路 618 号 6 栋附 301 号、

401 号、402 号） 

4、法定代表人：李元波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4 日 

7、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药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化学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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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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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阳光诺和出资比例 70%，成都晟普医药技术

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30%。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465.20 7,675.30 

负债总额 8,600.85 5,071.65 

净资产 4,864.34 2,603.65 

营业收入 7,997.76 5,803.07 

净利润 2,260.69 1,332.45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981.96 1,223.8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过往协议仍在有效期的除外)，上述

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

及担保金额尚需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授信及提供担保系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

司及子公司的授信将用于日常经营及相关主营业务拓展。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资

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同时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

权，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关联董事利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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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刘宇晶先生予以回避表决。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

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

人均为公司的子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是公司经营发展所

需，可以保证公司经营活动中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经营效

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发

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主体，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公司为 2023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未收取任何担

保费用，公司也无需向其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东

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担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关联方为公司

本次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未收取任何担保费用，公司也未向其提供反担保，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子

公司为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是综合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

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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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关联方担保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担保事项经过了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

事项是基于对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8 亿元及关联方进行担保

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全部

为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年（2022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6.61%、4.10%，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

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