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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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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欧派”）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派家居”）为清远欧派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清远分行新城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而签订的相关法律
性文件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本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5,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清
远欧派向各银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448.87万元。

●本次担保无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 0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2021年 10月 19日，公司、清远欧派分别与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授信额

度合同》。 清远欧派向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15,000万元，使用期限自 2021 年 10 月
19日起至 2023年 10月 18日止。 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 4月 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及《关于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 2021年至 2022年对外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84,000万元。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 认为公司确定的 2021至 2022年对外担保总额度是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
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主体，风险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符
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获得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欧派家居关于确定 2021年至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欧派家居关于确定 2021 年至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及《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清远欧派主要从事整体厨柜、整体衣柜等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4年 12月 16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柏

住所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广清产业工业园园区内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
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道路货
物运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塑料制品业;批发和零售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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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清远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21.6.30（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7,279.71 421,865.96

负债总额 298,750.49 376,029.52

净资产 48,529.22 45,836.44

资产负债率 86.03% 89.13%

财务指标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1,010.31 101,124.68

净利润 18,828.38 1,031.24
注：上表中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数据为清远欧派合并层面数据，202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数据为清远欧派单体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广发银行清远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人：清远欧派
（二）保证人：欧派家居
（三）债权人：广发银行清远分行
（四）担保金额及范围：
1、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 15,000万元
2、根据清远欧派与广发银行清远分行所签署《授信额度合同》的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本金、利息、罚

息、复利、损害赔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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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执行
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清远欧派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合同项下债务有
不同的到期日，则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日分别计算。

（六）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批准可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84,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7.67%；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2,872.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17%。 以上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经批准可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7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73.2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2,498.29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76%。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授信额度合同》；
（四）清远欧派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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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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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 2021年 10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
于 2021年 10月 14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徐盼庞博召集并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盼庞博主持，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充盈公司
主营业务的现金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审议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杰普特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5）。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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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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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激
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9]1797号《关于同意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092,144 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3.86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012,821,435.84 元，扣除发行费
用 97,785,759.0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5,035,676.77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9]48490002号《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杰普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 2019年 10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惠州市杰普特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杰普特”）、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 2019 年 12 月 6 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的建设：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惠州杰普特

13,151.00 12,371.00
2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 11,987.00 11,276.00
3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9,837.00 9,253.00

4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
建设项目 16,753.00 15,759.00

5 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8,859.00 8,333.00
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689.00 7,233.00
7 补充流动资金 29,000.00 27,278.57

合计 97,276.00 91,503.57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 截至 2021年 10月 19

日，除部分待付合同尾款及保证金之外，上述项目已投资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已完成建设并
投入使用。

（一） 本次结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募集

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扩
产建设项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30960300031288016 1,663.13

（二） 本次结项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10月 19日，本次结项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
费后净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扩产
建设项目 11,276.00 9,983.99 371.12 1,663.13

注：1、募集资金预计剩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2、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含待支付项目尾款和保证金，该部分支出后续将通过自有资金进行支
付。

五、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一）募投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已投产，根据相关合同约定，主体工程质保金、

装修验收尾款等款项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募集资金余额中含未支付的质保金及尾款。
（二）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

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
低了项目总支出。

（三）募集资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了利息收入。
六、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公司业务规模保持快速发展。“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

目”建设完成后，公司的生产能力和规模进一步提升，极大的缓解了公司的产能压力。 为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公司拟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人民币 1,663.13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

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进一步充盈公司主营业务的现金流，有利于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审议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充盈公司主营业
务的现金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审议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公司本次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
募投项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进一步充盈公司主营业务的现金流，有利于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激
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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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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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10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
五）。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杰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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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葛店药辅”）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葛店药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万元授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000.00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邓霞飞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余 8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
有关内容。

议案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

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湖北人
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
克”）、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福斯特”）、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贝龙”）、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药业”）、人福医药天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人福天门”）、人福医药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随州”）、湖北人福欣星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人福欣星”）、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药房连锁”）、湖北人福盈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盈创”）等 11 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融资租赁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期
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湖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0万元授信 ?30,000.00

人福诺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万元授信 ?2,500.00

武汉普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万元授信 ?3,000.00

杭州福斯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年 替换过往 5,000万元授信 ?2,000.00

广州贝龙 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康乐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楚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天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万元授信 ?1,000.00

人福随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源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欣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800万元授信 ?1,000.00

人福药房连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万元授信 ?1,000.00

人福盈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800万元授信 ?8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9,300.00

鉴于上述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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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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药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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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
元）

葛店药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000.00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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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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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
元）

葛店药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000.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大道 199号
3、法定代表人：张阳洋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药用辅料、消毒剂、卫生用品、化学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学制剂、原料药、医疗器械、食品添加剂；“三来一补”业务；销售：自营产品原辅料、医药中
间体、仪器设备；药用辅料技术检测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自有房屋、
设备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葛店药辅资产总额 20,755.14 万元，净资产 4,885.27 万元，
负债总额 15,869.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9.1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556.69 万元，2020 年营业
收入 4,253.08万元，净利润-375.41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葛店药辅资产总额 21,188.80 万元， 净资产 5,114.56 万元， 负债总额
16,074.2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606.50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124.02万元，净利润 349.2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
福”）下属控股子公司。葛店人福持有其 40%的股权，葛店药辅股东张阳洋将其持有的 14%的股权除分
红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葛店人福行使，葛店人福能够对其实施控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葛店药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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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被担保方葛店药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葛店药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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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担保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葛店药辅的控股股东葛店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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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葛店人福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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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2021年 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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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同意实施为葛店药辅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五、本次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葛店药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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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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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1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6,426.510万元的 61.97%，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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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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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 10月 19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231.1201万股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
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首次实际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1年 9月 1日。
2、首次授予数量：2,231.1201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908名。
4、授予价格：13.1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授予登记过程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 19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5.7834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927 人调整为 908 人，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2,236.9035万股调整为 2,231.1201万股。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不存在

差异。
7、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
数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比例

邓霞飞 董事、总裁 80.00 3.41% 0.05%

杜文涛 副总裁 45.00 1.92% 0.03%

吴亚君 副总裁、财务总监 45.00 1.92% 0.03%

李前伦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30.00 1.28% 0.02%

李莉娥 副总裁 45.00 1.92% 0.03%

张红杰 副总裁 45.00 1.92% 0.03%

尹强 副总裁 45.00 1.92% 0.03%

于群 副总裁 45.00 1.92% 0.03%

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900人） 1,851.1201 78.83% 1.13%

预留 117.00 4.98% 0.07%

合计 2,348.1201 100.00% 1.44%

注：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

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计。 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

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
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 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获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应缴纳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出具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对象缴款出资情况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2021] 第 2-10028 号）。 截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 公司共计收到 908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293,392,293.15元，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1,633,071,908.00元。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 2,231.1201 万股，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收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登记日为 2021年 10月 19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因此，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
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更股份数量（股） 变更后股份数量（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3,704,302 -22,311,201 1,331,393,10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9,367,606 22,311,201 301,678,807

合计 1,633,071,908 0 1,633,071,908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3,392,293.15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

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
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1 年 9 月 1 日， 经测算， 公司首次授予登记的
2,231.1201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 20,280.88万元， 则 2021 年至 2024 年限制性股票
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80.88 4,394.19 10,478.46 4,056.18 1,352.06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的影响仅以目前信

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
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 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
所影响。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提高
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1-104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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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
2、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3、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
4、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福斯特”）；
5、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
6、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药业”）；
7、人福医药天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天门”）；
8、人福医药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随州”）；
9、湖北人福欣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欣星”）；
10、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药房连锁”）；
11、湖北人福盈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盈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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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万
元）

湖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0 万

元授信 ?30,000.00 ?214,000.00

人福诺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
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 万元

授信 ?5,000.00
?13,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 万元

授信 ?2,500.00

武汉普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 万元

授信 ?3,000.00 ?23,500.00

杭州福斯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2年 替换过往 5,000 万元

授信 ?2,000.00 ?6,700.00

广州贝龙 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18,600.00

康乐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
楚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天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

授信 ?1,000.00 ?2,000.00

人福随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
源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欣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800 万元

授信 ?1,000.00 ?800.00

人福药房连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人福盈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800 万元

授信 ?8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9,300.00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 2021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
为湖北人福等 11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
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
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万
元）

湖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0 万

元授信 ?30,000.00 ?214,000.00

人福诺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
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 万元

授信 ?5,000.00
?13,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 万元

授信 ?2,500.00

武汉普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 万元

授信 ?3,000.00 ?23,500.00

杭州福斯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2年 替换过往 5,000 万元

授信 ?2,000.00 ?6,700.00

广州贝龙 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18,600.00

康乐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
楚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天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

授信 ?1,000.00 ?2,000.00

人福随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
源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欣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800万元授

信 ?1,000.00 ?800.00

人福药房连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人福盈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800万元授

信 ?8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9,300.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 219号白云边大厦 17、18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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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及维修；机电设备、管道及配件的批零兼营及安装；
商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投融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普通货运代理；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消毒用品、化妆品、初级农产品、实验分
析仪器批零兼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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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 743,918.03 万元，净资产 237,563.66 万
元，负债总额 506,354.3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9,745.4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92,009.57 万元，
2020年营业收入 653,741.64万元，净利润 12,933.12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 671,831.14 万元，净资产 241,355.47 万元，负债总额
430,475.6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41,799.7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19,525.67 万元，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53,338.66万元，净利润 5,805.0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4.49%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
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

（二）人福诺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岸区洞庭湖街 84号凯天大楼四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

冷藏、冷冻药品）的批发；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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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 21,259.03 万元，净资产 6,357.12 万元，
负债总额 14,901.9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901.91 万元，2020 年营
业收入 34,811.17万元，净利润 561.62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人福诺生资产总额 23,124.82 万元， 净资产 6,642.45 万元， 负债总额
16,482.3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1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482.37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
收入 24,244.37万元，净利润 285.33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三）武汉普克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二路 99号
3、法定代表人：孟晓峰
4、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中药制剂（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

产品的生产除外）、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保健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
品、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
术）；软胶囊剂、药品、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普克资产总额 83,877.83 万元，净资产 38,438.28 万
元，负债总额 45,439.5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288.8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8,649.1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36,826.86万元，净利润 4,677.04万元。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 武汉普克资产总额 71,409.68 万元， 净资产 36,322.85 万元， 负债总额
35,086.8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24.5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8,604.26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
收入 16,339.17万元，净利润-658.21万元。

6、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81.46%的股权， 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 公司持有其
95.66%权益。

（四）杭州福斯特
1、被担保人名称：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梅城镇新胜路 17号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经营范围：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产品，原料药（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 经营进出

口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福斯特资产总额 33,342.43 万元，净资产 15,317.86 万

元，负债总额 18,024.5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718.3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9,439.72 万元，2020 年
营业收入 21,848.60万元，净利润 2,038.40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杭州福斯特资产总额 32,343.15 万元，净资产 14,373.42 万元，负债总额
17,969.7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816.3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493.81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
业务收入 8,431.89万元，净利润 74.7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
（五）广州贝龙
1、被担保人名称：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禾丰路 63号
3、法定代表人：孙健
4、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州贝龙资产总额 49,666.69 万元，净资产 15,630.37 万

元，负债总额 34,036.3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845.0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3,449.0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15,785.23万元，净利润 600.35万元。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 广州贝龙资产总额 49,770.18 万元， 净资产 15,718.68 万元， 负债总额

34,051.5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581.2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1,338.36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
收入 8,390.13万元，净利润 88.3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73.66%的股权。
（六）康乐药业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3MA地块（创业三路 29号）
3、法定代表人：卢子龙
4、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药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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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乐药业资产总额 24,817.56 万元，净资产 10,128.46 万
元，负债总额 14,689.1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227.67 万元，2020 年
营业收入 5,488.02万元，净利润-530.13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康乐药业资产总额 14,587.30 万元， 净资产 9,485.08 万元， 负债总额
5,102.2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6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655.88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328.09万元，净利润-643.37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9.71%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0.29%的股权。

（七）人福天门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天门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天门经济开发区南洋大道 83号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卫生
用品、计生用品、日用百货、美容化妆品、消杀用品、清洁用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装熟食）、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用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
食品的批发、物流仓储（易燃易爆、有毒品、放射性物品除外）、物流装卸、物流搬运、物流配送、派送；会
务服务；运输服务；仪器仪表的销售及批发:制冷设备销售及维修: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计算机软
硬件、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批发及零售:消毒用品的批零兼营；会议会
展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以上不得涉及金融证券、基金、期货类、投融资类信息）；自有房屋租赁；计算机
系统集成服务；软件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天门资产总额 19,563.98 万元，净资产 5,669.64 万元，
负债总额 13,894.3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3.0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3,894.33 万元，2020 年营
业收入 25,879.33万元，净利润 641.56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人福天门资产总额 19,865.85 万元， 净资产 6,009.97 万元， 负债总额
13,855.8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2.2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3,855.88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
收入 17,342.32万元，净利润 340.33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60%的股权。
（八）人福随州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随州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随州市曾都区南郊瓜园社区四组 1幢 101-102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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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西药）、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批发（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 I、II、III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保健食品、
特殊食品、药用辅料、药用包装材料及容器、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医疗用品、计生用品、机电设备、
电脑、打印机、办公设备、化学品、化学试剂、化妆品（以上均不含危化品）、消毒品批发、零售；医疗器械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维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随州资产总额 3,426.88 万元，净资产 2,261.94 万元，
负债总额 1,164.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64.9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5,279.56万元，净利润 225.43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人福随州资产总额 4,110.42 万元， 净资产 2,409.18 万元， 负债总额
1,701.24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1,701.24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314.97万元，净利润 147.2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70%的股权。
（九）人福欣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欣星医药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 111号汉口城市广场二期商业 B-1、C 区 3 号楼单元 16 层

1-3号房、15-17号房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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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销售；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卫生用品、计生用
品、日用百货、美容化妆品、消杀用品、清洁用品的销售；食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办
公家具、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消毒用品、仪器仪表批发兼零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会议会展服务；制
冷设备销售及维修；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欣星资产总额 8,160.89 万元，净资产 2,928.01 万元，
负债总额 5,232.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1.0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232.88 万元，2020 年营业收
入 10,955.67万元，净利润 240.82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人福欣星资产总额 8,164.81 万元， 净资产 3,045.73 万元， 负债总额
5,119.0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9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119.08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6,085.07万元，净利润 117.72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5%的股权。
（十）人福药房连锁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徐东大街 20号福星惠誉国际城 8栋 1单元 24层 1-5、16-18室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处方药、非处方药（甲类、乙类）、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除疫苗外，含冷藏冷冻药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第 II
类、第 III 类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洗涤化妆品、消毒剂、健身器材、粮食、蛋类批发兼零售；商务咨询服
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投融资咨询、管理）；展览展示服务；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互联网药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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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人福药房连锁资产总额 2,963.15 万元，净资产-1,137.80 万
元，负债总额 4,100.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1.1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100.95 万元，2020 年营
业收入 8,985.42万元，净利润-127.72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人福药房连锁资产总额 4,240.61 万元，净资产-716.52 万元，负债总额
4,957.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1.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957.13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
入 4,149.45万元，净利润-621.52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北人福合计持有其 100%股权。
（十一）人福盈创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盈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11号 B栋 6楼 601、602、603、604室
3、法定代表人：蔡强
4、经营范围：III 类医疗器械批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范

围、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一致）；I、II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开发及批发兼零售；II、III类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盈创资产总额 10,155.68 万元，净资产 2,581.90 万元，
负债总额 7,573.7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1.04 元，流动负债总额 7,573.78 万元，2020 年主营业务
收入 9,104.42万元，净利润 245.36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人福盈创资产总额 11,170.38 万元， 净资产 2,704.05 万元， 负债总额
8,466.3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9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466.33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
务收入 6,175.54万元，净利润 122.1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人福盈创 6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为湖北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叁

亿元整（?30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

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同意为武汉普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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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同意为杭州福斯特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

万元整（?20,000,000.00）、期限 2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10,000,000.00）、期限 2年的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公司同意为武汉康乐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楚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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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同意为人福天门向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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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公司同意为人福随州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源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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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公司同意为人福欣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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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同意为人福药房连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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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同意为人福盈创向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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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佰

万元整（?8,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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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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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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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2021年 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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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湖北人福等 11 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
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且控股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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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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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1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6,426.510万元的 61.97%，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