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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时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星期

一）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旌德县篁嘉大道7号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余春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42,308,6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81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1,53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9175％。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5人，代表股份778,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98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77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52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审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42,30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以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审议的表决

结果如下 ：

同意42,30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程贤权、黄飞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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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浦江县六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完成过户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拍浦江县六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议案》。2018年11月5日公司

成功竞得浦江县六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具体详见2018年10月30日及11月6日公司刊登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9年1月1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浦江县六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

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当日取得了《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 东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30.60 51%

浦江县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60.00 100% 29.40 49%

合计

60.00 100% 60.00 100%

二、本次变更后工商登记主要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浦江县六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67679576259

4、住所：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兆丰村石塔湾88号

5、法定代表人：胡人杰

6、注册资本：陆拾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4年10月10日

8、营业期限：2004年10月10日至2024年10月9日

9、经营范围：家禽、家畜、蛋制品收购、加工、销售；家禽、家畜屠宰（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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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次过户工商变更后浦江县六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了公司控股子公司，股东出资金额及股权

比例情况详见上述表格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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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如适用）：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18

年

1-12

月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

10,000

万元–

13,000

万元 亏损

：

33,95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

129.45%- 138.2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05

元

-0.06

元 亏损

：

0.16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000万元至13,000万元， 同比减亏43,953万元至46,953万元，

主要影响因素为：

1.公司新能源板块电量完成情况较好，装机规模同比增加71.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效益逐步显现，公司

新能源板块同比增利40,800万元。

2.公司专注主业发展，清理处置非主业参股股权取得收入，对公司利润形成了一定贡献。

3.火电板块燃料成本仍处于高位，直接影响了火电板块的经营成果。下一步公司将努力压降成本，最大

限度的减少因燃煤价格上涨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综上，公司坚持以新能源发展为引领，全力实施“走出去” 战略已经得到体现，风电、光伏发电将成为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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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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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赤峰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黑龙

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湖北九州通基药有限公司、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长春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西安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陕西九州通康欣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

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264,990.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992,848.00万元，全部为对全

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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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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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55、临2018-013）。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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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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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2018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计划向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368.05�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

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协商后确定关于综合授信

额度具体事项，包括：（1）授信银行（或其他授信主体）的选择、申请额度与期限、授信方式等；（2）各公司

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件等。

2018年第四季度，公司为以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12,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授信9,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 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授信 3,000.00�万元，

期限9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5、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6、 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申请授信2,

49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7、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授信6,50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8、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山利和广场支行申请授

信8,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9、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授信15,00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0、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支行申请授信10,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1、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1,60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2、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3,00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3、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申请授信3,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4、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5、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城北支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 10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6、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授信10,000.00

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7、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8、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申请授信1,50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9、 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申请授信13,

000.00万元，期限 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0、 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4,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1、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申请授信14,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2、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授信9,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3、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授信2,000.00万

元，期限 11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4、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授信5,

7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5、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

3,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6、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7、 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授信2,

000.00万元，期限10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8、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

申请授信3,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9、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1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0、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申请授信4,

2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1、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申请授信3,000.00

万元，期限29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2、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大直支行申

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3、湖北九州通基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

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4、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 2,00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5、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6、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7、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于洪新城支行申请

授信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8、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5,

000.00万元，期限 6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9、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申请授信5,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0、 陕西九州通康欣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2,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1、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授信5,000.00万

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2、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申请授信

10,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3、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授信16,00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4、 重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坪支行申请授信3,

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5、九州通亳州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药城支行

申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 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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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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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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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22,815.65万元、净资产71,805.11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312,639.30万元、净利润2,430.75万元。

（二）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广水路612号

2、注册资本： 7100万元

3、 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软件、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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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洗涤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妆品；仓储（不含冷冻、冷藏、制冷等涉氨经营项目、不含危

险化学品储存）；场地租赁；房屋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医疗器械维修（不含特种设备）；环保设备的设计、研发、批发、零售、安装、维修（不含特种设备）；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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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青岛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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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5,560.45万元、净资产10,106.53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68,028.38万元、净利润728.36万元。

（三）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临沂市高新区双月湖路西段

2、注册资本：5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贺威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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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二类）(凭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Ⅱ、Ⅲ类医疗器械批发和零售（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经营）；医疗器械租赁；普通货运（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批发预包装

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零售；销售：保健食品、日用百货、化妆品；（以上食品类项目凭

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及需许可经营的仓储项目）；场地租

赁；广告的制作、设计、代理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租赁；销售：药用辅

料、药用包材、消毒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工产品）；节能产品的软、硬件设计、开发（不

含生产）、销售。（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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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临沂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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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1,789.84万元、净资产6,028.09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27,562.66万元、净利润126.02万元。

（四）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山大道中段2069号

2、注册资本：2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国限品种除外）、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含第一类精神药

品）、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消杀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文体用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零售；

医疗器械的销售【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证》许可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

普通货物运输；中药材收购（不含国家限制品种）；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仓储及租赁；物流技术开发与服

务；信息咨询与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与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设备的租赁；软件开发、销售及维护

【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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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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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3,076.42万元、净资产23,938.09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92,967.99万元、净利润291.27万元。

（五）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园区经一路9号办公楼3楼

2、注册资本：2025万元

3、法定代表人：程波

4、经营范围：生化药品、中药饮片、中药材、抗生素、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中成药、保健品、医疗器械、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消杀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文化

用品、包装材料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中药材收购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房屋租赁 、企业管

理 、会议会展服务 、物流技术开咨询及服务 、信息咨询与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上范围依法须

经批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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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60%的股权，西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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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026.15万元、净资产2,671.44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7,650.59万元、净利润164.13万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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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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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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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28,645.39万元、净资产68,952.98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355,883.66万元、净利润8,167.42万元。

（七）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罗岗七星岗路52号1栋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西药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乳制品批发;二、

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中药材批发;道路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零售;服装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

发;家用电器批发;日用器皿及日用杂货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眼镜批发;电子产品批发;计算机零

配件批发;婴儿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软件批发;其他仓储业（不

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投资咨询服务;计算机批发;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包装材料的

销售;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植物提取物原料的销售（不含许

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代理服务;仓储咨询服

务;消毒用品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州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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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2,856.45万元、净资产7,788.76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102,773.00万元、净利润1,034.24万元。

（八）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石井社区坪葵路22号厂房A(1-4层)、B（1-4层）

2、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信息咨询、企业投资策划（以上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纺织品、

服装、化妆品、日用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消毒产品（不含消毒

器械类）、办公家具、健身器材、纸制品、电线电缆、包装材料、办公用品、农副产品、药用包材、药用辅料、化

工产品、实验室设备、仪器仪表的购销；医疗专用车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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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医疗器械

经营；普通货运；定型包装食品的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及零售。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深圳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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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3,624.03万元、净资产4,238.92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52,649.03万元、净利润335.76万元。

（九）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湛江市麻章区金园二横路2号仓库楼二楼

2、注册资本：2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批发（有效期至2019年6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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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体外诊断试剂，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

保健食品（有效期至2018年3月13日）；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2018年3

月30日），化妆品，二类医疗器械（具体按粤湛食药监械备案核定的项目经营）， 三类医疗器械（具体按粤

湛食药监事械经营许20140020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定的项目经营，有效期至2019年7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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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日用品，洗涤用品

及消毒用品（除药品、医疗器械、易制毒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它需行政许可经营的商品外），药用辅料，

药用包装材料及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医药投资信息咨询、医药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医药行业投资策划、

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的装卸（除港口）、仓储（除港口、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及危

险废物的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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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湛江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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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5,039.23万元、净资产4,388.86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57,634.92万元、净利润807.16万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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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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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制剂、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销售、租赁：I、II、III类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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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企业管理策划；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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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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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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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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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8,096.44万元、净资产27,613.15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96,561.32万元、净利润2,653.42万元。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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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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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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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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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5,489.95万元、净资产57,704.16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248,038.36万元、净利润2,900.27万元。

（十二）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电厂北路26号

2、注册资本：3500万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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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品（限二类）、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

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三类医疗器械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无须审批的一类、二类医疗器

械、卫生材料、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日用品、化妆品、洗涤用品批发与零售；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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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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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0,574.15万元、净资产3,610.50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13,312.96万元、净利润46.79万元。

（十三）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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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亿伍仟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销售：药品，食品，酒类；经营：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详凭浙011951号、浙杭食药监械经

营许20150704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货运：普通货运；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无需报经审批的

第二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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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汽车租赁、办公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

务服务，商务咨询，医药企业管理策划，服务医药技术开发；自有房屋租赁，普通货物的装卸搬运（除道路运

输货物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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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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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10,316.05万元、净资产45,374.45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161,073.60万元、净利润-313.69万元 。

（十四）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轻工食品工业园白云大道100号

2、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彭志中

4、经营范围：中药批发；西药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保健食品

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其

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其他农牧

产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

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其他未列

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自

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厦门九州通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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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3,145.71万元、净资产4,822.01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19,276.57万元、净利润85.54万元。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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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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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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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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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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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48,446.00万元、净资产129,651.29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613,845.97万元、净利润9,438.19万元。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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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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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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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5,384.35万元、净资产22,625.37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98,534.08万元、净利润1,498.98万元。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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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纪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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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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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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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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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5,220.68万元、净资产11,436.46万元；2019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36,527.73万元、净利润594.89万元。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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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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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医疗器

械（凭许可证经营）、Ⅱ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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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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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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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89,456.43万元、净资产14,538.31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85,024.35万元、净利润1,143.61万元。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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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杨进东

4、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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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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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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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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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2,533.97万元、净资产4,770.17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53,426.34万元、净利润1,513.67万元。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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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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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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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44,431.12万元、净资产80,932.93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252,314.60万元、净利润3,761.48万元。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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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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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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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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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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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90,458.11万元、净资产50,136.89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173,797.89万元、净利润3,096.80万元。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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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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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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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43,301.10万元、净资产10,760.64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47,652.44万元、净利润434.81万元。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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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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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流通；销售：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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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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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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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92,381.08万元、净资产25,251.43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83,485.83万元、净利润1,034.53万元。

（二十四）湖北九州通基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76号九州通大厦28层办公1、2、3、4、12、13、14、15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胡仁军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I、II类医疗器械批发（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湖北九州通基药有限公司51%股权，湖北九州通基药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6,495.89万元、净资产5,326.89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20,195.76万元、净利润96.66万元。

（二十五）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城路16号2号研发楼1层中区2层

2、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翠红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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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生物制品（含冷藏冷冻药品）批发；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初级农产品、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零兼营；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普通货运；会议会展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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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51%股权，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

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454.53万元、净资产2,071.51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10,109.71万元、净利润68.06万元。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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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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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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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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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0,107.61万元、净资产29,971.64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88,856.10万元、净利润-332.21万元。

（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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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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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辽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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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7,573.96万元、净资产40,835.45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147,087.01万元、净利润614.40万元。

（二十八）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湾达路96-1号

2、注册资本：46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史洪伟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批发，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奶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一、二、

三类医疗器械、化妆品、消杀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产品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一般广告；普通货物仓储；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商业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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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大连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71.74%股权，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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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728.40万元、净资产3,030.44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22,712.28万元、净利润25.83万元。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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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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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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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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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19,448.98万元、净资产24,973.04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155,555.37万元、净利润1,372.91万元。

（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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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区2层3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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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计生用品、第一、二、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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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57,129.64万元、净资产10,614.43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37,777.34万元、净利润866.53万元。

（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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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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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陕西九州通康欣医药有限公

司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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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0,758.79万元、净资产5,224.57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76,903.31万元、净利润196.09万元。

（三十二）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和路666号

2、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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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类激素、酒类；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避孕套避孕帽、

早早孕检验试纸、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监控化学品）、

日用百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项），货运代理；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食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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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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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9,177.28万元、净资产29,988.95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183,312.13万元、净利润5,348.33万元。

（三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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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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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另行审批的除

外）；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货物运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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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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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装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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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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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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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72,838.42万元、净资产21,728.51万元；2018年1-9月

实现销售收入168,180.48万元、净利润156.54万元。

（三十四）重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桥路2号1栋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销售三类医疗器械（按行政许可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不得

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

可范围内从事经营）；销售一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用品、生物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杂用品、包

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教学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空调及制冷设备、阀门、管件、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医疗器械配件及辅助

设备、仓储设备及用品、文化用品及办公用品、普通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医疗设备

技术咨询及服务；电力电子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医疗软件销售；医疗器械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

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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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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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重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100%股权，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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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3,309.97万元、净资产3,580.88万元；2018年1-9月实

现销售收入13,262.06万元、净利润354万元。

（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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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朱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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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3,520.53万元、净资产54.60万元；2018年1-9月实现

销售收入25,872.78万元、净利润-782.2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4个月，6个月，9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24个月，29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264,990.00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992,848.00万元，全部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55.53%，

总资产的16.31%。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18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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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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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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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份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2019年1月1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刘树林先生的通知，

刘树林原于2018年7月31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质押期限为半年。2019年1月15日，刘树林到期购回

了上述1,100万股股票，并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刘树林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6,317,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0%，本次股权质押解除

后，刘树林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0股。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弘康”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截至2019年1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

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刘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006,214,87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3.59%，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869,433,548股，占楚昌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6.4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30%。

截至本公告日，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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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5,792,651 284,613,898 93.39% 14.16%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1,280,897 437,441,118 91.73% 21.37%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99,600,000 132,624,583 75.10% 5.30%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102,760,000 102,763,876 99.99% 5.47%

刘树林

0 26,317,200 0 0

刘兆年

0 22,454,200 0 0

合计

869,433,548 1,006,214,875 86.41% 46.30%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