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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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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情况：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大参林”）、 

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紫云轩”）、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顺德大参林”）及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茂名大参林”）向银行申请总计人民币 8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日召开了第二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及第二届第十八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1、漯河大参林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及关变芹女士为漯河大参林提供连

带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总授信额度 1500 万元以及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之和。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代表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分行签署本次担保的有关法律文件。本次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开立国内外信



用证、进出口押汇、提货担保、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买方/卖方押汇、信用证项下出口

贴现、国内信用证议付及其他国际、国内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等，授信期限及

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

署的合同为准。 

2、广东紫云轩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票据等质押后的敞口

额度），由本公司为广东紫云轩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代表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本次担保

的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承及银承贴现、国内信用证

及项下融资、非融资性保函（期限不超过 1年）等，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

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

署的合同为准。 

3、佛山顺德大参林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票据等质押后的

敞口额度），由本公司为佛山顺德大参林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000 万元。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代表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本

次担保的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承及银承贴现、国内信用证

及项下融资、非融资性保函（期限不超过 1年）等，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

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

署的合同为准。 

4、茂名大参林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票据等质押后的敞口

额度），由本公司为茂名大参林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代表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本次担保

的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承及银承贴现、国内信用证

及项下融资、非融资性保函（期限不超过 1年）等，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

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

署的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情况 

1、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注册地址：漯河市源汇区交通路南段 112 号 

法定代表人：晋付祥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漯河大参林 100%股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日，漯河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17,986.61 万元，负债总额为

8,336.8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595.94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9,649.77 万元，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7,186.35 万元，净利润为 1,301.52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2、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茂名市双山二路 51 号 705 房 

法定代表人：柯金龙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广东紫云轩 100%股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日，广东紫云轩资产总额为 14,468.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8,924.5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924.55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543.79 万元，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4,709.66 万元，净利润为 607.15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3、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66.66 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近良居委会南翔路 6号至壹大厦 9层 01-03

单元、10 层 

法定代表人：宋茗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佛山顺德大参林 100%股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佛山顺德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36,900.7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809.2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6,809.2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0,091.59 万

元，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8,710.60 万元，净利润为 7,144.34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4、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茂名市双山二路 51 号 

法定代表人：柯金龙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茂名大参林 100%股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茂名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80,913.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3,797.8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3,797.8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7,115.58 万

元，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8,921.89 万元，净利润为 7,887.70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序

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类型 

反担保

情况 
期限 

1 
大参林

医药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漯河大参林 15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

同为准 

2 广东紫云轩 1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

同为准 

3 佛山顺德大参林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



同为准 

4 茂名大参林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

同为准 

合计 8500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申请为子公司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

司及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产负债率较低，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

债务。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人民币 8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保证担保，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风险在公

司的可控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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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本项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申请担保事项是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

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我们一致同意本项议案。 

七、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0,000,000.00 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合计

185,000,000.00 元人民币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7 年末净资产的 6.60%。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