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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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甘肃

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贵州九州通
达医药有限公司、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北楚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河南
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医药有限公司、湖
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
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临沂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青岛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天津九州通达
医药有限公司、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新疆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
通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本季度担保金额：本季度担保金额合计 465,640.00 万元；
● 本季度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1,684,321.00 万元，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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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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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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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8、临 2020-005）。

根据通过的《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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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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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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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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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授信银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明珠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3,000 7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0 12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6,000 9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8,000 12个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6,000 12个月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甘肃九州天润中药产
业有限公司 500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4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
有限公司 1,0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5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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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7,000 12个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金湖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0 12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
限公司 4,000 12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东大直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楚风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1,000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
业有限公司 500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
业有限公司 1,0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 4,000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封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
物流有限公司 2,976 6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绿城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600 12个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0 23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自贸区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8,000 12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九州通合和康乐
医药有限公司 1,000 12个月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6,000 12个月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0 12个月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

城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9,000 12个月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3,000 12个月 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四里棚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7,9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

宁中心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临沂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000 12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3,000 12个月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李沧第一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000 12个月 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岛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 12个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264 12个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崂山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2,8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高新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8,800 9个月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40,000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10,000 12个月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集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3,000 12个月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 3,500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
限公司 6,000 9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
司 1,000 9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梁溪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
司 1,000 12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3,000 24个月 亚洲开发银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
司 1,100 12个月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
有限公司 6,000 18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0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友好北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0,000 12个月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4,7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钱塘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2,100 12个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12个月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坪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15,000 9个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5,000 12个月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岸支行
合计 465,640

在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的同时， 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周文娅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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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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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用品、卫生材
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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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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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27,335.24 万元、净资产
23,027.76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16,204.93 万元、 净利润 1,135.35 万
元。

（二）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兴业路 198 号 8# 整座(自贸实验区内)

2、注册资本：37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的收购，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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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第三方药品物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
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药用辅料、药用包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经营保健食
品、化妆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酒类；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仓储、货物运输代理；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
产等需要另行审批的除外）；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管理策划；
自有物业租赁、会议场地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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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福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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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95,787.05 万元、净资产
40,066.3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25,467.37 万元、净利润 151.41 万元。

（三）甘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定西市岷县岷阳镇南川中药材加工园区
2、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小军
4、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研发、加工（不含国家禁止经营的品种）；中药饮片生

产、销售；普通货物仓储；进出口贸易；中药材信息咨询；中药材、农副产品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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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
甘

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甘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2,574.05 万元、净资产
6,219.0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4,457.70 万元、净利润 189.91 万元。

（四）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公路 1421 号 202 室
2、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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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1%股权， 广东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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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2,684.99 万元、净资产
10,500.95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46,158.43 万元、净利润 419.99 万元。

（五）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1 号大院 76 号之二第五层自编 502 房、

第六层自编 601-606 房、第七层自编 701-706 房
2、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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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51%股权， 广东九州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9,153.25 万元、净资产
6,080.40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4,530.44 万元、净利润 3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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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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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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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30,309.25 万元、净资产
73,496.8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380,430.09 万元、 净利润 9,349.16 万
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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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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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凭证许可证在有限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为准）；批发
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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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上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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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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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89,319.11 万元、净资产
29,204.03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19,830.23 万元、 净利润 2,382.63 万
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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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第二类）；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会议室租
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含冷链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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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5,196.04 万元、净资产
12,262.6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62,744.12 万元、 净利润 1,040.42 万
元。

（九）哈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街道办事处利民村呼兰大道 1 号
2、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瑞环
4、经营范围：批发药品；经销：卫生用品、消毒产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化妆

品、文教用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陶瓷制品、包
装材料、五金交电、医疗器械；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图文设计；企业
管理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业
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
爆品、危险化学品），道路货运经营，装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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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
哈

尔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 哈尔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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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74,622.29 万元、净资产

21,942.0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56,723.62 万元、净利润 508.13 万元。
（十）河北楚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国市保衡北大街 599 号
2、注册资本：25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李运发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煅制、蒸制、煮制、燀制、煨制、制碳、

发芽、水飞）、毒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蒸制、煮制）；中药材经营、农副产品
收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未获得批准前不得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
九州通集团安国中药材有限公司 100%股权，九州通集团安国中药材有限公司持有
河北楚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00%股权，河北楚风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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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6,979.33 万元、净资产
3,229.3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8,243.89 万元、净利润 566.52 万元。

（十一）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陟县大封镇驾部五村北
2、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3、法定代表人：朱志国
4、经营范围：中药材的种植、研发、初加工、收购及销售；农副产品的初加工、收

购及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软件服务；运营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60%股权，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658.77 万元、净资产
1,090.48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404.75 万元、净利润 63.13 万元。

（十二）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医药产业园纵三路 1 号）
2、注册资本：30,6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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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
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消毒用品、保健用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医学检验服务、生物
科技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医药信息咨询、商务咨询服务；药品仓库管理服务、仓储
装卸服务（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货物中转、货运信息服务、设备租赁服
务；普通货运；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河
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50.98%股权，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50,776.73 万元、净资产
31,760.70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71,801.29 万元、 净利润 1,039.36 万
元。

（十三）河南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 88 号 4 号楼 506 室
2、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田超华
4、经营范围：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消杀用品、玻璃仪器、制冷设备及配
件、USP 电源及蓄电池；医疗器械的咨询、安装、检测、维修；医疗设备租赁；计算机
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商务会展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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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河南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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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4,312.30 万元、净资产
7,357.64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5,137.87 万元、净利润 544.99 万元。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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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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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699,444.99 万元、净资产
158,770.53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654,788.61 万元、 净利润 12,203.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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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层
2、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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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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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074.31 万元、净资产
2,081.89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9,455.46 万元、净利润 69.22 万元。

（十六）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一段 359 号
2、注册资本：18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

器械、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乳制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化妆品、卫生用品、婴儿用品、日
用百货、放射性药品、化学原料药、进口酒类、食品添加剂的批发；中药材收购、批
发；医药原料、消毒剂、医疗实验室设备和器具、疫苗、生物制品、医药辅料、保健品、
药用辅料对照品、药用胶囊、蜂产品（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蜂产品制品）、食
品、冷冻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米粉、计生用品、明胶、艾制品、日用品、保健食品、
农产品、Ⅱ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食品的互联网销售；互联网药品交易；药
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交易服务；血液制品经营；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普
通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物流园运营服
务；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冷链运营；冷链管理；冷链仓储；冷链物流；房屋
租赁；兽药经营；场地租赁；仓储管理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冷库
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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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湖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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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69,503.04 万元、净资产
13,887.29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71,118.68 万元、净利润 427.97 万元。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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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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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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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4%的股权，江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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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11,899.65 万元、净资产
58,471.9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43,916.76 万元、 净利润 4,561.48 万
元。

（十八）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田园大道 99 号
2、注册资本：34771.1537 万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销售、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

外诊断试剂，二、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范围经营）；自有房屋租
赁、设备租赁；销售普通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医疗器械咨
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三级、机电安装三级、信息咨询与服务：企业管
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软件开发；消毒品销售；发电机组、办公家具的销售；批
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健身器材、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实
验室设备；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
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会议会展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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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计持有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79.87%
的股权，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10,988.98 万元、净资产
67,860.2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81,403.61 万元、 净利润 4,284.91 万
元。

（十九）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 号
2、注册资本：187766.3613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

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西药）、
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剂、肽类激素；
批发危险化学品；消毒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药
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中药产

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劵投资咨询）、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日用
家电、五金、玩具、酒类、电子和数码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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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租
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
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售、农药销售；药用
辅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热食类食品制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6,769,113.60 万元、净资
产 2,042,144.04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7,337,882.37 万元、净利润
103,036.49 万元。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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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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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1%的股权，兰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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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2,277.41 万元、净资产
33,759.7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84,246.93 万元、净利润 264.45 万元。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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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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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1,632.16 万元、净资产
6,565.67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5,832.67 万元、净利润 130.64 万元。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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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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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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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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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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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82,964.28 万元、净资产
15,443.99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86,970.90 万元、 净利润 2,534.49 万
元。

（二十三）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万泉河路 88 号
2、注册资本：35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经营范围：药品经营；药品生产；食品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

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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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饲料添加剂，化学试剂，母婴用品，化妆品，玻璃仪器，消杀
用品，五金制品，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健身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初级农产品，仓储设施及设备，保健用品，卫生用品的销售；办公设备，汽
车，自有房屋，医用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医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经济
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国内各类广告业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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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宁
波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 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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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336.65 万元、净资产
3,014.28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54.13 万元、净利润-376.75 万元。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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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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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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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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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3,401.92 万元、净资产
11,336.8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71,366.86 万元、净利润 683.06 万元。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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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仕海
4、经营范围：中药批发；西药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批发；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零售；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批发；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零售；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
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
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其他农牧产
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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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道路运
输辅助活动(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 )；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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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管理；自有
房地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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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6,906.56 万元、净资产
4,905.8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2,829.93 万元、净利润 126.30 万元。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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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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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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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07,804.92 万元、净资产
71,597.89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332,136.71 万元、净利润 2,209.15

万元。
（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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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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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3%的股权，山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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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77,249.41 万元、净资产
61,184.35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54,924.95 万元、 净利润 1,419.60 万
元。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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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53,465.26 万元、净资产
31,054.80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07,331.30 万元、 净利润 2,949.72 万
元。

（二十九）石家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丰源路昌盛大街东 200 米
2、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志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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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肽类激素、蛋
白同化制剂、胰岛素的批发；预包装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保健食品的批发与零售；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器械的批发；
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品、消毒产品、日用百货、纸及纸制品、健身器材、保健用
品的批发；环保设备、家用电器、净水设备的销售及安装；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仓储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与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
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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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石
家

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80%股权， 石家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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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2,315.00 万元、净资产
7,318.33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66,318.64 万元、净利润 737.92 万元。

（三十）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辰区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双口镇永保路 1 号）
2、注册资本：11000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志军
4、经营范围：医药咨询；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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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药用辅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药品包装材料及容器批发；保健食
品（硬胶囊类、软胶囊类、颗粒类、片剂类、口服液类、袋泡茶类、保健饮料类、保健
酒类）销售；海马、玳瑁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包装制品、消毒用品批发兼零售；从
事广告业务；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仓库租赁；
医疗器械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经营）；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租
赁；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计算机辅助设备销售、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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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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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1,003.11 万元、净资产
12,564.35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67,608.02 万元、净利润 724.25 万元。

（三十一）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 无锡市蠡园经济开发区创意产业园滴翠路 100 号 6 号楼 3 楼、8

号楼 2 楼
2、注册资本：4,080 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药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食品的销售；Ⅱ、Ⅲ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
营）；中药饮片代配、代煎；日用杂货、化妆品、消毒用品、电动保健设备的销售；营养
健康咨询服务；科技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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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无锡
星洲医药有限公司 50.98%的股权， 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权委托经营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8,811.27 万元、净资产
4,439.38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49,334.00 万元、净利润 417.58 万元。

（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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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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