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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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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高

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生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福高公司银行授信

敞口额度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 2022 年 4月 15日，公司为福高公司票

据池业务及资产池业务开展提供的票据质押担保余额 4,756.36 万元；公司拟为

维生公司银行授信敞口额度 1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

公司为维生公司银行授信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余额 8,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事项需股东大会批准 

 

为支持子公司发展，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高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维生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如下：  

一、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基本情况 

1、福高公司拟申请授信情况 

授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额度及用途：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1 亿元，期限 1年。综合授信品种为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票据池等，用于申请人日

常经营周转。 

担保情况：公司为福高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额度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福高公司少数股东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其个人财产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 20%的反担保。 

2、维生公司拟申请授信情况 

授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额度及用途：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1 亿元，期限 1 年。综合授信品种为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票据池等，用于申请人

日常经营周转。 

担保情况：公司为维生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额度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1、福高公司 

企业名称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朝阳 

注册资本  1,070.85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5 月 7 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18204L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769号 1501室 1502室 1503室 1504 室（仅限办公） 

主营业务 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副产品销售；日用品批

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日用

化学产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软件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水产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药物检测仪

器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国内贸易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包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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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医疗设备租赁；医用口罩零售；卫生

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日用产

品修理；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保

健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药品批发 

股东情况 公司占 80%，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占 20%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08,730,053.59 348,004,526.32 

净资产/元 35,191,042.51 35,429,728.36 



资产负债率 89% 90% 

科目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802,801,516.52  227,042,798.64  

净利润/元 3,422,660.13  238,685.85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福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89%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日，福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90%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为福高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需股东大会审批。 

2、维生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朝阳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2 月 31  

企业信用代码 91420100717947605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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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专用

设备修理;医疗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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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21,646,376.73 278,129,405.50 

净资产/元 63,879,344.00 65,102,386.50 

资产负债率 71% 77% 

科目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914,179,756.28 198,871,830.41 

净利润/元 2,437,172.84 1,223,042.50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维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71%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日，维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77%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为维生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需股东大会审批。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福高公司相关的担保合同 

1、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甲方）为福高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敞口额度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乙方）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具体如下： 

主合同”指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即

“总合同”）及其项下所有使用授信额度的“分合同”，以及具体约定每笔债务

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

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的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因债务人或担保人违约而要求提前收回的债务）或发生了

本合同约定的情形，保证人都应按照本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清偿责任。  

（2）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

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

的，保证人对提前到期的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

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2、反担保合同 

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福高公司 20%股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其个人

财产为公司本次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公司与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签署《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订方：甲方：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高公司），丙方：广

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琼珊及其财产共有人李广沛（以下简称：自然

人）。 



（2）被担保债权：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公司就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

约定的公司履行保证义务代福高公司偿还的全部款项和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以

及公司应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如

有）。 

（3）自然人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务的比例以广州红珊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福高公司的股权占比为准，即 2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务。 

（4）自然人在约定的保证范围内以双方名下全部财产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二）维生公司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为维生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敞口额度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乙方）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具体如下： 

主合同”指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 同（即

“总合同”）及其项下所有使用授信额度的“分合同”，以及具体约定每笔债务

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的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因债务人或担保人违约而要求提前收回的债务）或发生了

本合同约定的情形，保证人都应按照本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清偿责任。  

2、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

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的，

保证人对提前到期的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  

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2022年 4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

公司福高公司、维生公司各自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1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福高公司、维生公司提供担保事宜出具了

审核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被担保方福高公司、维生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

可控制的范围内，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与本公告

同时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的银行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3、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福高公司和维生公司本次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银行承兑汇票的开

具和其他运营所需资金补充，有利于增强福高公司和维生公司的融资能力，缓解

流动资金的需求压力，促进两家公司业务发展。 

截止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3,400 万元(不含本次），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2,756.36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担保到期需要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公司将依据

被担保公司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备注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8,000 中信银行授信担保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1,100 0 汉口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健民中医门诊部（武汉）有限公司 1,100 0 汉口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600 4,442.16 资产池业务质押票据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600 314.2 票据池业务质押票 

合计 23,400 12,756.36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加强对福高公司、维生公司的财务监管，

及时发现和规避风险，确保债务到期偿还。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2、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的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健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