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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3-02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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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2月，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围支行签署了担保协

议，被担保人均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制药），担保金额均为人

民币10,000万元。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签

署了担保协议，被担保人分别为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

元海滨）、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太药业），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20,000万元、10,000万元、8,000万元。 

●被担保人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太太药业均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存

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授

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等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

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 254.7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并同意本公司

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等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国家开发

银行深圳分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93.4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



健康元药业集团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2 / 7 

带责任担保。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授信融

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临 2022-031）及《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临 2022-051）。 

（二）本月新增担保协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2023年2月新增签署的担保协议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协

议金额 

担保起 

始日 

担保到 

期日 

协议签订 

银行 

担保 

类型 

是否有 

反担保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本公司 海滨制药 10,000 2023/2/9 2023/10/25 浦发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海滨制药 10,000 2023/2/9 2025/2/8 招商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海滨制药 10,000 2023/2/23 2026/2/22 工商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海滨制药 20,000 2023/02/21 2024/02/20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健康元海滨 10,000 2023/02/21 2024/02/20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太太药业 8,000 2023/02/21 2024/02/20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合计 / 68,000 / / / / / / 

截至2023年2月28日，本公司实际为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太太药业提供的担保

余额分别为22,720.69万元、2,000万元、1,6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3年2月本公司不存在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及附件2《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三、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二）本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担保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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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三）本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四）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2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五）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健康元海滨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六）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太太药业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8,000 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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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新增担保协议主要为满足旗下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当前经营状况

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16,184.45 万元，其中，

对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86,801.54 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

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余额为 129,382.92 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82,029.37 万元）的 26.75%：其中对本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278,344.45 万元，对本公司联营企业金冠电力担保余额合

计人民币 37,840.00 万元。 

截至2023年2月28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浦发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2、招商银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3、工商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4、深圳海滨与平安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5、健康元海滨与平安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6、太太药业与平安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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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被担保方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司持股比例

（%） 

直接 间接 

1 海滨制药 91440300618855174Y 1989/08/22 

深圳市盐田区

沙头角深盐路

2003 号 

深圳市盐田区沙

头角深盐路

2003 号 

林楠棋 70,000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粉针剂（含

青霉素类），片剂，硬胶囊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吸

入制剂（吸入溶液），粉雾剂，药用辅料，研发技术服

务，检测技术服务； 

97.87 2.13 

2 健康元海滨 91440300MA5F3E0040 2018/04/20 

深圳市坪山区

坑梓街道金辉

路 11 号 

深圳市坪山区坑

梓街道金辉路

11 号 

谢友国 50,000 

一般经营项目是：不动产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是：化

学原料药（含中间体）及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储

存、运输、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吸入溶液用低密度聚乙烯瓶

的生产；开展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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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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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担保方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司持股比例

（%） 

直接 间接 

3 太太药业 91440300741217151R 2002/09/18 

深圳市南山区

西丽街道松坪

山社区松坪山

朗山路 17 号太

太药业办公楼

101 深圳市南

山区第五工业

区太太药业大

厦一到二楼 

深圳市南山区西

丽街道松坪山社

区松坪山朗山路

17 号太太药业

办公楼 101 深圳

市南山区第五工

业区太太药业大

厦一到二楼 

林楠棋 10,000 

一般经营项目是:口服液、片剂（激素类）、气雾剂（含

激素类）、吸入制剂（吸入溶液）（含激素类）、鼻喷剂

（激素类）、中药提取车间{粤 20160146 号}的研发;保

健食品的研发;消毒产品的批发。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

工具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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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口服液、

片剂（激素类）、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吸

入溶液）（含激素类）、鼻喷剂（激素类）、中药提取车

间的生产、销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食品用塑料

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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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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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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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名

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海滨制药 223,846.22 99,888.49 123,957.73 168,852.00 28,641.75 271,832.28 124,913.20 146,919.08 140,890.23 22,961.35 

2 健康元海滨 66,857.71 21,508.28 45,349.43 30,977.60 14,570.05 88,264.98 12,650.77 75,614.21 52,210.76 30,264.78 

3 太太药业 56,299.86 27,032.04 29,267.82 22,281.36 9,227.15 49,977.78 15,920.16 34,057.62 20,493.56 4,78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