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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17-132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有限”）拟以合计 30,510.05 万元人

民币受让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余磊等 27 名自然人持有的上海天阖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风证券”，公司原已持有其 11.22%的股权）2.18%的股权。本次交易

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对象中，余磊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当代科技持有公司 28.66%的股权）董事，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13,350.05 万元。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未与余磊进行其他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其他关联人发

生的“收购或者出售资产”类别的关联交易均与日常经营相关，累计交易金额

约为 2,300 万元。 

● 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天风证券员工为持有天风证券的

股权而设立，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除持有

天风证券 2.18%的股权外，不存在其他投资、经营活动，也未委托基金管理人

管理，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范畴。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人福有限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与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及余磊等 27 名自然人签署《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拟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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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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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0.05 万元人民币受让其持有的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

额，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让方 合伙人类别 
出资份额 

（万元） 

持有份额

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受让方 

上海天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1.00  0.05% 15.00 

人福有限（成为

普通合伙人） 

余磊  9,790.04  43.76% 13,350.05 

人福医药（成为

有限合伙人） 

张军 

有限合伙人 

 1,760.00  7.87% 2,400.00 

刘翔  1,122.00  5.01% 1,530.00 

张翔东  1,100.00  4.92% 1,500.00 

吕英石  1,056.00  4.72% 1,440.00 

翟晨曦    990.00  4.42% 1,350.00 

周昕    704.00  3.15% 960.00 

代娟    561.00  2.51% 765.00 

李继军    550.00  2.46% 750.00 

徐姝    484.00  2.16% 660.00 

冯文敏    440.00  1.97% 600.00 

徐浪    440.00  1.97% 600.00 

胡晓斌    440.00  1.97% 600.00 

刘防    374.00  1.67% 510.00 

冯晓明    264.00  1.18% 360.00 

王晖    264.00  1.18% 360.00 

胡伟政    264.00  1.18% 360.00 

文小松    264.00  1.18% 360.00 

冯灏    242.00  1.08% 330.00 

袁申鹤    220.00  0.98% 300.00 

朱霞    176.00  0.79% 240.00 

于深南    176.00  0.79% 240.00 

刘敏雁    154.00  0.69% 210.00 

陈曦    154.00  0.69% 210.00 

龙涛    132.00  0.59% 180.00 

于晓梅    132.00  0.59% 180.00 

宫国洁    110.00  0.49% 150.00 

合计 22,374.04 100% 30,510.05  

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天风证券 101,700,182 股股份，即

2.18%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天风证券的股权比例将由

11.22%增至 13.40%。 

2、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规定，余磊为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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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交易金额为 13,350.05 万元。 

3、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与余磊进行其他交易，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公司其他关联人发生的“收购或者出售资产”类别的关联交易均与日常

经营相关，累计交易金额约为 2,300 万元。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受让上海天

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张小东先

生担任天风证券董事，属于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关联人情况介绍 

余磊，男，出生于 1978 年 1 月，中国国籍，法学博士，居住于湖北省武汉

市武昌区，自 2006 年 11 月起加入天风证券并担任天风证券董事长，名下无直接

或间接控制企业。余磊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 10%的股权并担任

当代科技董事，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除此之外，余磊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其他交易对象情况介绍 

1、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60 号 1207-D 室，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其独资股东、法定代表人代娟是本次交易对象之一，个人情况介绍详见后

文。该公司为持有天风证券的股权而设立，实缴资本 11 万元已全部投入认购上

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00 万元份额。该公司无实际经营活动，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00 万元，净资产 10.9945 万元，负债

0.0055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 0.00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该公司资产结构未发生变化，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 0.00 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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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26 名自然人交易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国籍 住所 主要职务 

控制企业

的情况 

1 张军 男 1969 年 2 月 中国 
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区 

天风证券董事、

总裁 
无 

2 刘翔 男 1979年10月 中国 
湖北省武汉

市洪山区 
天风证券副总裁 无 

3 张翔东 男 1972 年 7 月 中国 
上海市徐汇

区 

2015 年 6 月辞任

天风证券副总

裁，现任联储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无 

4 吕英石 男 1977 年 2 月 中国 
北京市海淀

区 
天风证券副总裁 无 

5 翟晨曦 女 1979 年 4 月 中国 
北京市宣武

区 
天风证券副总裁 无 

6 周昕 女 1974 年 7 月 中国 
湖北省武汉

市武昌区 

天风证券总裁助

理 
无 

7 代娟 女 1981 年 1 月 中国 
湖北省武汉

市江夏区 

天风天睿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风天

睿”，天风证券持

有其 57.15%的股

权）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 

上海天阖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8 李继军 男 1969 年 1 月 中国 
辽宁省大连

市沙河口区 

天风证券上海证

券资产管理分公

司总经理 

无 

9 徐姝 女 1964年10月 中国 
四川省成都

市锦江区 

天风证券四川分

公司总经理 
无 

10 冯文敏 男 1972年12月 中国 
上海市浦东

新区 
天风证券副总裁 无 

11 徐浪 男 1973 年 9 月 中国 
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区 

天风证券投资银

行总部深圳业务

部总经理 

无 

12 胡晓斌 男 1971 年 3 月 中国 
北京市朝阳

区 

天风证券绿色金

融事业部总经理 
无 

13 刘防 男 1978年12月 中国 
上海市杨浦

区 

天风证券上海自

营分公司债券投

资部总经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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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冯晓明 男 1981年10月 中国 

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红

山区 

天风天睿投资总

监 
无 

15 王晖 男 1974 年 1 月 中国 
上海市宝山

区 

天风证券投资银

行总部董事总经

理 

无 

16 胡伟政 男 1971年12月 中国 
湖北省武汉

市洪山区 

天风证券武汉八

一路证券营业部

总经理 

无 

17 文小松 男 1972 年 2 月 中国 
四川省成都

市高新区 

天风证券成都一

环路证券营业部

总经理 

无 

18 冯灏 男 1976 年 9 月 中国 
上海市长宁

区 

天风证券上海证

券资产管理分公

司创新金融部投

资经理 

无 

19 袁申鹤 男 1980 年 3 月 中国 
北京市海淀

区 

天风天睿总经理

助理 
无 

20 朱霞 女 1980 年 2 月 中国 
上海市徐汇

区 

天风证券上海证

券资产管理分公

司总经理助理 

无 

21 于深南 男 1974 年 2 月 中国 
辽宁省大连

市中山区 

天风证券大连普

兰店证券营业部

总经理 

无 

22 刘敏雁 女 1965 年 4 月 中国 
上海市虹口

区 

天风证券资本融

资部总经理 
无 

23 陈曦 男 1983年 11月 中国 

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

兴庆区 

天风证券上海自

营分公司衍生品

投资部总经理 

无 

24 龙涛 男 1972 年 7 月 中国 
湖北省荆门

市掇刀区 

天风证券荆州红

门路证券营业部

总经理 

无 

25 于晓梅 女 1971 年 7 月 中国 
辽宁省大连

市沙河口区 

天风证券大连中

山路证券营业部

总经理 

无 

26 宫国洁 女 1972 年 2 月 中国 
辽宁省大连

市沙河口区 

天风证券大连天

河路证券营业部

总经理 

无 

（三）其他协议主体情况介绍 

1、人福有限 

本次交易另一收购方人福有限为公司全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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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注册地址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 C7 栋 611 室，

注册资本 8,042.96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华斌，是公司医药批发及相关业务的区域

管理平台，并提供进出口、物流仓储等服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经审计总资产 434,782.46 万元，净资产 41,705.96 万元，负债 393,076.50 万元，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1,339.83 万元，净利润 5,044.91 万元。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35,199.99 万元，净资产 55,723.67 万元，负债 479,475.32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1,903.26 万元，净利润 5,693.64 万元，该数

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标的为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

额，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为持有天风证券的股权而设立的有限

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60

号 1401-I 室，认缴出资总额为 22,374.04 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余磊，合伙人及

持有份额情况详见前文。该合伙企业为天风证券员工为持有天风证券的股权而设

立，22,374.04 万元出资份额已全部实缴到位且用于参与天风证券增资并持有其

101,700,182 股股份，即 2.18%的股权；除此之外，该公司无实际经营活动。经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有限合伙企业总资产 22,374.04 万元，净资产 22,362.85 万元，

负债 11.19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 0.00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有限合伙总资产 22,374.04 万元，净资产 22,362.85 万元，负债 11.19 万元，

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 0.00 元。 

3、天风证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广场 37 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成立时间： 200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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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466,200.00 万元 

天风证券前身是原成都联合期货交易所 2000 年 3 月改组而成的四川省天风

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2004 年 4 月该公司变更名称为“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2008 年 2 月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迁至武汉，2012 年 1 月该公司经中国

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2]96 号文批准变更名称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天风证券成为一家拥有证券经纪、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财务顾问等证券业务全牌照的全国性综合型券

商。天风证券现有股东 47 名，前五大股东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1 

武汉国有

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13.66% 413,856.40 1994-08-12 

武汉市江汉

区唐家墩路

32号B座5-9

层 

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 

2 

人福医药

集团股份

公司 

11.22% 128,604.91  1993-03-30 

武汉东湖高

新区高新大

道 666 号 

药品研发、技

术开发转让、

产业投资管理 

3 

湖北省联

合发展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11.14% 432,833.92  2008-07-07 

武汉市江夏

区 文 化 路

399 号联投

大厦 24 楼 

对基础设施、

高 新 技 术 产

业、节能环保

产业以及其他

政策性建设项

目的投资 

4 

陕西大德

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4.92% 30,189.00  2006-11-23 

西安市高新

区高新二路

一号招商银

行大厦 34 层 

房地产、基础

建设、能源的

开发、投资 

5 

宁波信达

天赢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50% 

46,210.00  

（认缴出

资） 

2015-03-24 

浙江省宁波

市北仑区梅

山大道商务

中心八号办

公楼 1517 室 

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风证券资产总额 5,661,065.51 万元，净资产 2,348,138.44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2,519.48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309,610.16 万元，净利润 95,481.35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156.77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天风证券资产总额 5,553,645.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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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600,340.27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4,592.84 万元，

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9,300.88 万元，净利润 39,325.31 万元，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42.47 万元。 

4、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

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由于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成立后仅

持股天风证券 2.18%的股权，未产生其他主营收入及利润，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资产基础法）；在评估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唯一资产即天风证

券 2.18%的股权时，结合天风证券的业务、行业、自身情况等因素，本次评估采

用市场法--上市公司比较法--市净率（PB）价值比率乘数对天风证券 2.18%的股

权进行评估。在持续经营等假设前提下，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

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22,374.04 万

元，评估值为 30,553.00 万元，评估增值 8,178.96 万元，增值率 36.56%。负债账

面价值为 11.19 万元，评估值为 11.19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2,362.85万元，评估值为 30,541.81万元，评估增值 8,178.96万元，增值率 36.57%。 

结合上述评估结论，交易各方经协商确定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份额作价 30,510.05 万元，折合每份额作价约 1.36 元，即天风证券每股作价

约 3 元，具体每位交易对象的交易价格详见前文。 

参考公司 2015 年参与天风证券增资扩股的发行价格 2.2 元/股，折合天风证

券市净率 1.73 倍（当时天风证券股本 234,113 万股*2.2 元/股÷2014 年 12 月 31

日天风证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229.57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有关

内容），本次交易价格折合天风证券市净率 1.30 倍（目前天风证券股份 466,200

万股*3 元/股÷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风证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2,519.48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由非关联人参与协商，结合历史交易价格、资

产评估结论、天风证券自身经营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确定，公司认为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余磊、张军等 27 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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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受让方（“乙方”）：人福医药、人福有限 

（一）转让价格、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甲方按下表所示价格，将所持有的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份额（以下简称“标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 

甲方 
持有份额 

（万元） 

持有份额

比例 

转让价格 

（万元） 
乙方 

上海天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1.00  0.05% 15.00 

人福有限（成为

普通合伙人） 

余磊  9,790.04  43.76% 13350.05 

人福医药（成为

有限合伙人） 

张军  1,760.00  7.87% 2400.00 

刘翔  1,122.00  5.01% 1530.00 

张翔东  1,100.00  4.92% 1500.00 

吕英石  1,056.00  4.72% 1440.00 

翟晨曦    990.00  4.42% 1350.00 

周昕    704.00  3.15% 960.00 

代娟    561.00  2.51% 765.00 

李继军    550.00  2.46% 750.00 

徐姝    484.00  2.16% 660.00 

冯文敏    440.00  1.97% 600.00 

徐浪    440.00  1.97% 600.00 

胡晓斌    440.00  1.97% 600.00 

刘防    374.00  1.67% 510.00 

冯晓明    264.00  1.18% 360.00 

王晖    264.00  1.18% 360.00 

胡伟政    264.00  1.18% 360.00 

文小松    264.00  1.18% 360.00 

冯灏    242.00  1.08% 330.00 

袁申鹤    220.00  0.98% 300.00 

朱霞    176.00  0.79% 240.00 

于深南    176.00  0.79% 240.00 

刘敏雁    154.00  0.69% 210.00 

陈曦    154.00  0.69% 210.00 

龙涛    132.00  0.59% 180.00 

于晓梅    132.00  0.59% 180.00 

宫国洁    110.00  0.49% 150.00 

合计 22,374.04 100% 30,510.05  

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

的方式将上述款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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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承诺 

甲方承诺，其向乙方转让“标的财产份额”不违反法律规定及《上海天阖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约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甲方

承担。 

（三）转让的效力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自“标的财产份额”转让款支付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配合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乙方对《上海天阖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登记。上述合伙协议修订

完成之日，乙方对“标的财产份额”享有所有权及相关的权益，其中，上海天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出资份额转让给人福有限，人福有限成为上海天阖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对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余磊、张军等 27 名自然人将其出资份额转

让给人福医药，人福医药成为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对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债务以出资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

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

款的万分之 0.5 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

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3、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

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 0.5 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

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标的财产份额”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税费（如公证、评估或审计、

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及个人所得税等），由各方按照法律规定自行承担，如根据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甲方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须由乙方履行相关代扣代缴义务的，

则由乙方进行代扣代缴，乙方可在应付甲方的转让款中将该等税款直接扣缴。 

（六）争议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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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履行本协议书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

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双方签署后生效。双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标的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天风证券员工为持有天

风证券的股权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目前，天风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申

请正在审核过程中，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员工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持有证券公

司股权并上市的无先例可循，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出

于审慎考虑，拟转让所持有限合伙企业的份额。 

近年来，天风证券人才储备充分，证券业务牌照齐全，经纪业务、投资银行、

资产管理、证券自营、研究等业务均实现稳健发展。公司现为天风证券第二大股

东，持有天风证券 11.22%的股权，结合天风证券发展现状，有意通过受让上海

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进一步增持天风证券股权，支持天

风证券稳健发展，有利于公司资产的增值，对公司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天风证券的股权比例将由 11.22%增至 13.40%，仍为

天风证券第二大股东并对天风证券采用权益法核算，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业绩的

影响取决于天风证券未来的经营情况。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

关资料，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人福有限受让天风证

券员工持有的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100%份额进而间接持有天

风证券 2.18%的股权，有利于公司资产的增值，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该关联

交易合理、合法，交易价格由非关联人参与协商，并结合历史交易价格、资产评

估结论、天风证券自身经营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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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近年来天风证券人才储备充分，证券业务

牌照齐全，经纪业务、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证券自营、研究等业务均实现稳健

发展。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增持天风证券股权，有利于公司资产的增值，将对公司

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项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

原则，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此项交易尚需

获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放弃行使在董事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同意受让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小东先生已回避表决，其余 8 位董事全部赞成该项议案。 

4、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如下独

立意见：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在董事会上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近年来天风证券人才储备充分，证券业务牌照齐全，经纪业务、投资

银行、资产管理、证券自营、研究等业务均实现稳健发展。公司现为天风证券第

二大股东，持有天风证券 11.22%的股权，通过本次交易增持天风证券股权，有

利于公司资产的增值，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该项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与余磊进行其他交易，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公司其他关联人发生的“收购或者出售资产”类别的关联交易均与日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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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相关，累计交易金额约为 2,300 万元。 

 

八、交易风险说明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

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涉及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款项，公司已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

协议书》约定工商变更登记无法按期办理等情况下的违约责任。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审计报告； 

3、天风证券审计报告； 

4、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评估报告； 

5、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6、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7、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8、《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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