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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及监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全体监事和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公司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期限为 1年。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
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博彦国际（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拟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中文名称
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此授信提供金额不超过
1,000万美元的担保，担保期限截至 2022年 11月 30 日，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
权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次担保满足博彦国际（香港）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需
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侵犯上市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7）。

（三）关于开展 2022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公司日元和美元结算业务日益增加，为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

影响，保证公司稳定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2022年度因业务需求开展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有效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内代表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开展 2022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8）。
三、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649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7
债券代码：128057 债券简称：博彦转债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博彦国际(香港)”）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中文名称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公司同意为其提供金额不超过 1,000万美元的担保，担保期限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董
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此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该担保事项尚未签署
相关协议。

二、 被担保人情况
（一）博彦国际（香港）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成立日期：2002年 8月 23日
公司住所 ：FLAT/RM 1104, 11/F, SHANG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BUILDING, 48 -62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
股本：249,600,000港元
董事：王斌、马强
经营范围：主要提供软件开发服务及相关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博彦国际（香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
（二）博彦国际（香港）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11,950,439.05 542,645,616.49
总负债 199,889,293.74 211,332,474.87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99,889,293.74 211,113,331.26
净资产 312,061,145.31 331,313,141.62

项目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 1月至 9月
（未经审计）

主营收入 510,776,701.46 415,243,740.37
营业利润 13,030,686.75 28,439,166.72
利润总额 15,869,187.64 30,059,700.06
净利润 18,912,576.27 25,073,066.13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万美元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署日期开始至 2022年 11月 30日
担保方式：一般担保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博彦国际(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将有利于其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博彦国际(香港)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彦国际(香港)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申请

授信，公司同意为其提供金额不超过 1,000万美元的担保，期限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我们认为，此
次担保满足博彦国际（香港）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侵犯上市公司或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总额为（含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2,000 万美

元，折合为 12,743.8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0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经审计）的 4.18%。
（以 2021年 12月 2日 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6.3719计算）。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发生的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911.57 万元人民币；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
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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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22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2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有效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均可使用此额度。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
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相关情况如
下：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随着业务发展，公司经济活动不断产生日元和美元的结算业务，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

影响，使公司保持稳定的利润水平，并基于经营战略的需要，进一步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公司计划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外汇交易币种及业务品种
（一）外汇交易币种
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的币种， 开展交割

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交割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主要结算外币有
日元和美元等。

（二）业务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具体方式或产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

外汇期权、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或上述产品的组合。
三、业务期间、业务规模及拟投入资金
（一）业务期间及规模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止， 拟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预计占用资金
在 2022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除需要依照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及期

权费外，不需要投入资金。 该保证金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与银行签订的具
体协议确定。

四、外汇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套期保值操作可以缓解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 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

时，公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套期保值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一）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套期保值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

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二）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

而造成操作风险。
（三）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

外汇期权等套期保值操作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四）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

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套期保值交割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会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

交易操作，因此在开展外汇套期保值时将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
率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具体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一）公司会根据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
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
户协商调整价格。

（二）公司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防范国际贸易业务中的汇率风险，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
司进行套期保值目前仅限于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
上述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
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为防止套期保值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
收账款严重逾期的现象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四）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国际服务贸易业务收入，套期保值合约的外币金额
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五）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六）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套期保值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七）在业务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定期对套期保值业

务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八）在具体操作层面，在选择套期保值业务产品种类时，考虑设定应对到期违约方案，尽量选择

违约风险低、风险可控的产品；套期保值业务操作后，关注市场情况变动，如发生到期违约、或在执行
期间发生不可逆转反向变动，则需要上报审批，并采取及时有效的止损和补救措施。

（九）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
汇兑损失。

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核算
和披露。

七、相关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等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公司外币结算业务比例攀升。 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符合公司经营实
际，具有必要性。 同时，公司已制定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具有健全
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完善的业务审批流程。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发展需求，风险控制措
施严谨。

我们同意公司开展 2022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九、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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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3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6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 元/股（含）。 按回购价格上限和回
购资金总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812.50 万股-1,625.00 万股，占董事会决议日前一交
易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52%-3.04%，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详见公司已披露
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4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数

量为 9,960,096股，占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6834%，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12.32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11.05 元/股， 累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14,889,455.61 元（不含交易费
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 11月 8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72,721,981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43,180,495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回购情况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995 证券简称：甬金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5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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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曹万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72%。 截至本公告日，曹万成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52,000

股，占其持股比例的 3.10%。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日获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曹万成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股）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曹万成 一致行动人 52,000 是，限售流通股 否 2021年 12月 1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3.10 0.02 个人融资需求

合计 - 52,000 - - - - - 3.10 0.02 -

2.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YU JIQUN 60,180,000 25.81 0 1,850,000 3.07 0.79 1,850,000 0 58,330,000 0
曹佩凤 48,905,789 20.98 0 1,500,000 3.07 0.64 1,500,000 0 47,405,789 0
曹静芬 8,080,000 3.47 0 250,000 3.09 0.11 250,000 0 7,830,000 0
曹万成 1,680,000 0.72 0 52,000 3.10 0.02 52,000 0 1,628,000 0
合计 118,845,789 50.98 0 3,652,000 3.07 1.57 3,652,000 0 115,193,789 0

特此公告。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1-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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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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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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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人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0万元授
信 ?20,000.00 ?182,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2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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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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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人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0万元授
信 ?20,000.00 ?182,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20,000.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 19号
3、法定代表人：李杰
4、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以《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有效期为准）；医疗器械的生产、

销售（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药
品、食品检测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代理进出口；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 701,856.20 万元，净资产 454,354.79 万
元，负债总额 247,501.4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9,643.2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84,643.56 万元，
2020年营业收入 481,635.71万元，净利润 157,741.75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 796,465.48 万元，净资产 512,406.70 万元，负债总额
284,058.7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6,479.4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19,803.73 万元，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449,902.11万元，净利润 136,859.67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宜昌人福 80%的股权、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宜昌人福 20%的股权；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持有公司重要子公司宜昌人福 10%以上
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亿

元整（￥20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宜昌人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宜昌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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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宜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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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宜昌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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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宜昌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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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认为宜昌人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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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2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6,426.510万元的 6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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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宜昌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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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1-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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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长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长江”）；
3、湖北人福康博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康博瑞”）；
4、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5、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疗”）；
6、湖北人福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贸”）；
7、湖北人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疗器械”）
8、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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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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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0 万元授
信 ￥50,000.00

￥214,000.00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0 万元授

信 ￥21,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
巷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人福长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 万元授

信 ￥4,000.00 ￥7,000.00

人福康博瑞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4,000 万元授

信 ￥4,000.00 ￥12,000.00

武汉天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 万元授
信 ￥3,000.00 ￥1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600.00

北京医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
微路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15,500.00

人福医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授

信 ￥2,000.00 ￥6,000.00

人福医疗器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 万元授

信 ￥2,000.00 ￥2,000.00

广州贝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500.00 ￥19,600.00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5,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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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家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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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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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0 万元授
信 ￥50,000.00

￥214,000.00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0 万元授

信 ￥21,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
巷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人福长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 万元授

信 ￥4,000.00 ￥7,000.00

人福康博瑞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4,000 万元授

信 ￥4,000.00 ￥12,000.00

武汉天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 万元授
信 ￥3,000.00 ￥1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600.00

北京医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
微路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15,500.00

人福医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 万元授

信 ￥2,000.00 ￥6,000.00

人福医疗器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 万元授

信 ￥2,000.00 ￥2,000.00

广州贝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500.00 ￥19,600.00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5,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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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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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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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 674,981.53 万元，净资产 244,218.58 万元，负债总额
430,762.9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48,226.3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16,389.66 万元，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56,447.85万元，净利润 8,851.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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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长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长江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 288号招商公园 1872项目 A2地块 8栋 17层 1-22室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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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针纺织品、化妆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橡塑制品、劳保用品、包装材料、教学设备、实验室设
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及耗材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服
务；医疗器械租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食品经
营。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人福长江资产总额 16,143.37 万元，净资产 6,095.59 万元，
负债总额 10,047.7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047.78 万元，2020 年营
业收入 15,476.22万元，净利润 463.27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人福长江资产总额 16,037.25 万元， 净资产 7,186.08 万元， 负债总额
8,851.1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01.57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851.17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收
入 18,052.00万元，净利润 465.0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5%的股权。
（三）人福康博瑞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康博瑞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江汉经济开发区发展二路 3号俊隆科技园 A栋第 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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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医疗器械Ⅲ类批发；食品销售；医疗器械 I、II 类的批发；消毒
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的批发兼零售；医药技术开发、推广、咨询、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 I、Ⅱ、
Ⅲ类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租赁、安装及维修。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康博瑞资产总额 27,014.97 万元，净资产 5,117.10 万
元，负债总额 21,897.8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512.5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1,897.87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21,135.69万元，净利润 273.30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人福康博瑞资产总额 26,538.71 万元，净资产 5,348.75 万元，负债总额
21,189.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906.4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1,189.95 万元，2021 年 1-9 月主营
业务收入 21,928.14万元，净利润 231.6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1%的股权。

（四）武汉天润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号
3、法定代表人：王玮
4、经营范围：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

营）；计生用品、医疗器械、卫生用品、食品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计生用品、消毒用品、口罩（非
医用）、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初级农产品、酒类、调味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日用化学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农副产品、宠物用品、宠物饲料的销售；货物运输；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货物及技术）；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商品展示、促
销、宣传服务；文化艺术交流咨询（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展览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装
卸搬运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天润资产总额 25,628.42 万元，净资产 12,556.40 万
元，负债总额 13,072.0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890.9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571.30 万元，2020 年
营业收入 25,878.56万元，净利润 400.00万元。

截至 2021年 9 月 30 日， 武汉天润资产总额 29,557.41 万元， 净资产 12,710.22 万元， 负债总额
16,847.1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96.2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568.24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22,755.68万元，净利润 308.2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五）北京医疗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旺西路 26 号院 7 号楼二层

201室
3、法定代表人：魏威
4、经营范围：批发医疗器械Ⅲ类；批发医疗器械Ⅱ类；批发体外诊断试剂；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

输；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医疗器械（Ⅰ类）、化工原料、化学试剂、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电子产品、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日用品、办公用品、文化用品、通讯设备、工艺美术品、清洁用品；经济
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医院管理；科技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公共关系服务；
企业策划、设计；健康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不含食宿）；旅游信
息咨询；翻译服务；包装装潢设计；模型设计；物业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租赁、维修医疗器械；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出
租商业用房。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医疗资产总额 160,767.48 万元，净资产 126,473.93 万
元，负债总额 34,293.5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150.1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4,293.5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105,498.51万元，净利润 11,190.81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北京医疗资产总额 175,306.67 万元，净资产 132,359.88 万元，负债总额
42,946.8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9.9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1,027.06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101,874.85万元，净利润 9,885.9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
（六）人福医贸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 326,328号（老 82号）元辰国际 A座 16层 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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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医疗器械Ⅲ类批发；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经营期限、经
营范围与许可证核定的一致）；医疗器械 I、II 类批发；医疗器械 I 类生产（仅限分支机构使用）；会议会
展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商务信息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塑料
制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消毒用品、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重油、渣油）的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医疗器械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安装、维修及租赁；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维修及批发兼零售；医疗
设备的维修及技术服务；机电设备、管道及配件批发兼零售、安装；道路货物运输。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人福医贸资产总额 18,941.86 万元，净资产 4,397.66 万元，
负债总额 14,544.2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1.3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544.21 万元，2020 年营
业收入 25,429.17万元，净利润 321.18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人福医贸资产总额 19,569.63 万元， 净资产 4,592.80 万元， 负债总额
14,976.8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3.7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976.83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24,320.92万元，净利润 195.1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55%的股权。
（七）人福医疗器械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与古田二路交汇处古田艺术品商城 1、2 栋 2 单元 7 层 7 号-

14号
3、法定代表人：蔡强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 I、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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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办公家具、普通机械设备批发兼零售；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租赁、维修；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净化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消防工
程的施工；机电设备、管道、配件、电气机械与设备及五金交电的批发兼零售、安装；医疗器械三类批
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检验设备及化学试剂的批发兼零售。

5、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福医疗器械资产总额 21,783.32 万元，净资产 6,734.66
万元，负债总额 15,048.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393.4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5,048.66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24,401.46万元，净利润 349.02万元。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人福医疗器械资产总额 17,002.09 万元，净资产 6,746.17 万元，负债总额
10,255.9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95.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212.59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15,045.63万元，净利润 11.5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 100%的股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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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广州贝龙资产总额 55,096.05 万元， 净资产 16,072.43 万元， 负债总额
39,023.6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865.6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5,340.31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13,915.48万元，净利润 442.0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7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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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银行武汉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亿元

整（￥50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同意为湖北人福向中国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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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亿壹仟万元整（￥21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同意为湖北人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巷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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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同意为人福长江向中国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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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仟万元整（￥4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同意为人福康博瑞向中国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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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仟万元整（￥4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同意为武汉天润向汇丰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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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同意为武汉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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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仟万

元整（￥16,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公司同意为北京医疗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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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公司同意为人福医贸向中国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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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仟万元整（￥2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公司同意为人福医疗器械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

伍佰万元整（￥15,000,000.00）、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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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的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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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湖北人福等 8 家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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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2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6,426.510万元的 6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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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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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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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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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

（星期四）上午 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 2021年 11月 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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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
昌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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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人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0万元授信 ?20,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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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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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
药长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长江”）、湖北人福康博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康博瑞”）、武
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
疗”）、湖北人福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贸”）、湖北人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福医疗器械”）、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等 8 家子公司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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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单位 担 保 期

限 备注 担保金额（万元）

湖北人福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0万元授信 ?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0万元授信 ?21,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巷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人福长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万元授信 ?4,000.00
人福康博瑞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4,000万元授信 ?4,000.00

武汉天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万元授信 ?3,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600.00

北京医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人福医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万元授信 ?2,000.00
人福医疗器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000万元授信 ?2,000.00

广州贝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500.00
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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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三、关于撤销医疗事业部的议案
为适应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决定撤销医疗事业部，现有医疗服务板块的后续管理及资产处置

事宜由投资管理部承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汇添富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2月 0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增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419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12月 0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增强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增强发起式 A 汇添富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增强发起式 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14193 014194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3399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1年 11月 22日 至 2021年 11月 30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
日期 2021年 12月 02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1,572
份额类别 A类 C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91,439,228.34 26,801,905.29 118,241,133.6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单位：人民币元） 5,992.79 1,764.76 7,757.55

募集份额 （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91,439,228.34 26,801,905.29 118,241,133.63
利息结转的份
额 5,992.79 1,764.76 7,757.55

合计 91,445,221.13 26,803,670.05 118,248,891.18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10,002,340.14 - 10,002,340.14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10.94 - 8.46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无 无 无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148,202.31 100.04 148,302.35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0.16 0.00 0.1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 12月 02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
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2,340.14 8.46 10,002,340.14 8.46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148,302.35 0.13 - - -
合计 10,150,642.49 8.58 10,002,340.14 8.46 3年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

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03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

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湘财证券将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起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具体业务规则、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及办理程序等相关规则以湘财证券的规定为准，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63807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2631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1476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2181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0939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2264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288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72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0167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0190 中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0172 中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057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2058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2434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2435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63816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63817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380009 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5852 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7100 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E
380005 中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80006 中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0305 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4548 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 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www.bocim.com
2.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1
公司网站：www.xcsc.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
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
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
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 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2月 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席晓峰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1-12-2

过往从业经历

席晓峰先生，工学硕士。 历任华夏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分析师，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风险经理，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稽核监察部总监
助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负责人、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督察长、副总经理。 2021
年 8月加入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

注：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耀光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1-12-2

过往从业经历

李耀光先生，经济学硕士。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业务部经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现“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经理和副总裁、全球
资本市场部副总裁和执行董事，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总经理、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兼）、不动产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兼）、公司副总经
理。 2021年 6月加入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注：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续。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 日

关于新增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建信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

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21年 12月 3日起，财通证券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1 001858 建信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2 001825 建信中国制造 2025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国制造 2025股票

3 000592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

4 001473 建信大安全战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大安全战略精选股票

自 2021年 12月 3日起，投资者可在以上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

转换等业务，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以上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投资者欲了解基
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通过财通证券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一、 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客服电话：95336
网址：www.ctsec.com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http://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