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08          证券简称：吉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0-097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进展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药控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各

部门统计核实，截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公司子公司部分债

务逾期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一、债务逾期的情况 

序

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贷款金额 

（万元） 

尚欠金额 

（万元） 

逾期本金 

（万元） 

其中新增逾期

本金（万元） 
债务类型 

1 
吉药控

股 
兴业银行长春临河街支行 30,000.00 25,000.00 2,500.00 0.00 并购贷款 

2 
金宝药

业 

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2,000.00 9,600.00 9,600.00 0.00 

流动资金

贷款 

3 
金宝药

业 
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7,400.00 7,400.00 7,400.00 0.00 

流动资金

贷款 

4 
金宝药

业 

吉林浑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 4898.67 4898.67 3,998.67 

流动资金

贷款 

5 
金宝药

业 
兴业银行长春朝阳支行 700.00 700.00 700.00 0.00 

流动资金

贷款 

6 
金宝药

业 

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5,000.00 3,567.94 2,528.46 425.94 融资租赁 

7 
金宝药

业 

中民投健康产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10,000.00 4,952.79 4,952.79 928.66 融资租赁 

8 
金宝药

业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900.00 1,887.04 1,887.04 1,648.99 融资租赁 

9 
金宝药

业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00 7,940.00 7,940.00 6,380.00 融资租赁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0 
金宝药

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

分行 
11,000.00 10834.94 10834.94 0.00 

流动资金

贷款 

11 
金宝药

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

分行 
20,000.00 16,040.00 16,040.00 16,040.00 

流动资金

贷款 

12 
克胜药

业 
南京银行盐城盐都支行 1500.00 1,081.92 1,081.92 300.00 

流动资金

贷款 

13 
克胜药

业 
江苏银行亭湖支行 400.00 398.10 398.10 0.00 

流动资金

贷款 

14 
吉药控

股 
长春高新惠民村镇银行 9,000.00 8,857.00 8,857.00 0.00 

流动资金

贷款 

合计 129,900.00 103,158.40 79,618.92 29,722.26 - 

注：1、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2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关于公司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关于公司、公司子公司

部分债务逾期涉及诉讼、仲裁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解除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9）、《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解除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1）。 

2、上表中的逾期本金，均不包含尚未支付的利息以及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和罚息等。 

3、上表中序号 2-4、6-11，公司系担保人，实际借款人为公司一级子公司吉林金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药业”），因子公司贷款逾期，公司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4、上表中序号 12 和 13，实际借款人为公司三级子公司克胜药业，其贷款是以自有房产及

土地作为抵押和科技贷款，公司未提供担保。 

二、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冻结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经公司对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进行核

实统计，较上次公告，公司及子公司新增 7 个账户被冻结，无解除冻

结账户的情况。目前被冻结公司账户共计 25 个，被冻结银行账户余

额合计约为 805.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4%。 

1、本次新增冻结银行账户的基本情况： 

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 

类别 
开户行 

账户余额 

（元） 
冻结执行人 

1 金宝药业 581120100100039844 一般户 兴业银行长春南关支行 0.00 上海金融法院 

2 克胜药业 548264639580 一般户 中国银行盐城盐都支行 18,882.21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3 江西双龙 14385501040001473  基本户  中国农业银行万载支行  1,568,855.44  上海金融法院 

4 江西双龙 203745296467  一般户  中国银行万载支行  213,025.03  上海金融法院 

5 江西双龙 1508230019000024604  一般户  中国工商银行万载支行  4,431.90  上海金融法院 

6 通化双龙 080602419000295008  一般户  中国工商银行二道江支行  1,727,970.24  上海金融法院 

7 通化双龙 07-631001040010923  基本户  中国农业银行二道江支行  1,587,685.74  上海金融法院 

合计 5,120,850.56  

 

2、目前冻结银行账户的基本情况： 

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 

类别 
开户行 

账户余额 

（元） 
冻结执行人 

1 吉药控股 37770188000043241 一般户 光大银行长春人民大街支行 98,575.3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 

2 吉药控股 581100100100088223 一般户 兴业银行长春临河街支行 52.58 上海金融法院 

3 吉药控股 581100100100094981 一般户 兴业银行长春临河街支行 208.07 上海金融法院 

4 吉药控股 158818943200 一般户 
中行吉林省分行通化分行营

业部 
1410.75 上海金融法院 

5 普华制药 221000612010408000004 一般户 交通银行红旗街支行 110,922.01  上海金融法院 

6 普华制药 581100100100000879 一般户 兴业银行长春临河街支行 32,624.68 上海金融法院 

7 普华制药 110902523210808 一般户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21,050.72  上海金融法院 

8 普华制药 13750000001031601 一般户 华夏银行长春分行 43.56 上海金融法院 

9 普华制药 0121011000001377 一般户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1,340,439.20 上海金融法院 

10 金宝药业 22001646338055004708 基本户 建行梅河口支行 9,199.9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11 金宝药业 22050164633800000075 一般户 建行梅河口支行 19,754.1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12 金宝药业 22001646338059066666 一般户 建行梅河口支行 3,051.0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13 金宝药业 07681001040009809 一般户 农行梅河口支行 486,759.13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 

14 金宝药业 0806221019001036484 一般户 工行梅河口支行 91,615.7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 

15 金宝药业 581060100100067072 一般户 兴业银行长春朝阳支行 9,091.35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 

16 金宝药业 35970188000149030 一般户 光大银行长春汽车厂支行 3,245.4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 

17 金宝药业 581120100100039844 一般户 兴业银行长春南关支行 0.00 上海金融法院 

18 克胜药业 3209820581010000004256 一般户 大丰农商行盐城丰汇支行 525,612.35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19 克胜药业 548264639580 一般户 中国银行盐城盐都支行 18,882.21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 普华制药 157203134488 基本户 中国银行工农大路支行 177,735.68 上海金融法院 

21 江西双龙 14385501040001473  基本户  中国农业银行万载支行  1,568,855.44  上海金融法院 

22 江西双龙 203745296467  一般户  中国银行万载支行  213,025.03  上海金融法院 

23 江西双龙 1508230019000024604  一般户  中国工商银行万载支行  4,431.90  上海金融法院 

24 通化双龙 080602419000295008  一般户  中国工商银行二道江支行  1,727,970.24  上海金融法院 

25 通化双龙 07-631001040010923  基本户  中国农业银行二道江支行  1,587,685.74  上海金融法院 

合计 8,052,242.31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

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事项会

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

一定的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

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公司已积极寻求相关政府金融工作部门的帮助，协调子公司



 

在本地的部分到期银行借款的续展事宜；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

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

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部分偿还等方式；同时通过加快回收应收账

款、处置资产等方式全力筹措偿债资金。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