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2-128 号

人 福 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 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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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
1、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
2、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
额度）：
担保
方

人福
医药

被担
保方

授信银行

葛店

中国银行股份有

人福
竹溪

限公司鄂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人福

限公司武汉分行

期
限
1年
1年

备注
替换过往 4,000
万元授信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授信

上述担保额合计

担保金额
(万元)
¥3,000.00

已实际为其 股东大会授
提供的担保 权担保额度
余额（万元）
(万元)
¥25,000.00
¥89,000.00

¥1,000.00

¥7,450.00

¥4,000.00

¥32,450.00

¥89,00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 699,896.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 1,314,697.52 万元的 53.24%，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上述被
担保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低于 70%，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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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为支持下属各子公司
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
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葛店人福、竹
溪人福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人福

葛店
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鄂州分行

竹溪
人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医药

授信银行

期
限

备注

1年

替换过往 4,000
万元授信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授信

上述担保额合计

担保金额
(万元)
¥3,000.00

已实际为其 股东大会授
提供的担保 权担保额度
余额（万元）
(万元)
¥25,000.00
¥89,000.00

¥1,000.00

¥7,450.00

¥4,000.00

¥32,450.00

¥89,000.00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因葛店人福、竹溪人福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
担保，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
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
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担保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同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
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葛店人福、竹溪
人福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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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葛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726118497D
3、成立时间：2001 年 02 月 26 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聚贤路 25 号
5、法定代表人：郑承刚
6、注册资本：12,825.5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1、原料药（含抗肿瘤类）；2、片剂（含激素类，含
计划生育用药），硬胶囊剂（计划生育用药），软胶囊剂（激素类）；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互联网药品交易及信息服务；房屋租赁。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 126,062.90 万元，净资
产 50,376.17 万元，负债总额 75,686.7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903.22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60,419.60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76,445.37 万元，净利润 13,348.6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 146,641.01 万元，净资产 48,956.03 万
元，负债总额 97,684.9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8,013.4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5,717.65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7,439.97 万元，净利润 9,990.74 万元。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葛店人福 81.07%的股权，公司董
事兼总裁邓霞飞持有葛店人福 9.46%的股权，公司监事郑承刚持有葛店人福 4.73%的股
权，其他股东非公司关联人。

（二）竹溪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245824931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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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26 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工业园区
5、法定代表人：郑建雄
6、注册资本： 16,686.64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原料药（黄体酮、去氢表雄酮、醋酸去氢表雄酮、表
雄酮、睾酮）；药品的研究与开发，医药中间体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植物
提取物的生产及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8、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 27,944.93 万元，净资
产 20,399.38 万元，负债总额 7,545.5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456.41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6,908.91 万元，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 14,666.01 万元，净利润 1,062.0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 28,868.82 万元，净资产 20,796.25 万元，
负债总额 8,072.5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405.6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476.38 万元，
2022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9,838.76 万元，净利润 1,331.29 万元。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竹溪人福为葛店人福控股子公司，股权关系如上图所示。
根据投资者合作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湖北人福华溪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竹溪人
福 100%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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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为葛店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同意为竹溪人福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保证范围
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
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
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
担保。公司拥有上述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均低于
70%。基于以上情况，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利益，上述被担保方均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
议，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是为
了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上述担保行为不
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本次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与公司签
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
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未有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
款额度）为 699,896.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314,697.52 万元的
53.24%，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
5

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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