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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8-015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30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会议应到董事八名，实到董事八名，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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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海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预）案： 

议案一、公司《2017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议案二、公司《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公司《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有关内容。 

议案四、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有关内容。 

议案五、审阅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详见本公告披露

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有关内容。 

议案六、审阅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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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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公司《2017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8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八、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审计报告的审核意见 

议案九、审阅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7 年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有关内容。 

议案十、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有关内容。 

议案十一、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预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7 年的审计工作中，独立、客观、

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董事会同意向其支付 2017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报酬 260 万元，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酬 85 万元。 

董事会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年度审计服

务，包括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2018 年年度审计费用。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18-017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 

议案十二、公司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致力于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每年均进行现金分红。医药行业属于技术主导型行业，具有技术进步快、产品更

新频率高的特点，为保证对产品研发、人才培养、营销推广等方面的持续性投入，公司

需要长期维持较高水平的资金流动性。加之目前，公司正处于高速成长期，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研发支出分别为 4.04 亿元、5.02 亿元、6.03 亿元，股权投资总额分别为

20.58 亿元、51.27 亿元、66.41 亿元。2018 年公司将继续坚持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张均需要较大资金的投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分红》

（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上交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证公字[201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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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发布公告，就 2017 年年度利润

分配相关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有效期内，公司共收到 87 份利润分配

建议，其中要求送红股的建议占比达 53%，要求现金分红的建议占比达 90%，要求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建议占比达 48%。 

经合公司行业特点、发展现状以及投资者意见，公司董事会拟定了 2017 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即以公司 2017 年年末总股本 1,353,704,30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1.6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6,592,688.32 元。公司董事会拟定本年度不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三、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预案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有关

内容。 

议案十四、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认定的预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其相应责任和义务，保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权益，公司提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的确定办法，标准

如下： 

1、独立董事津贴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的相关

规定，经审议通过拟给予每位独立董事每年人民币 4.8 万元（即每月 4,000 元、含税）

的津贴。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按公司规定报销。 

2、其他董事、监事薪酬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在公司的任职岗位及工作繁简程度发放一定的董事、监事津贴。 

3、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原则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定原则为参照行业内相应岗位薪酬市场平均水平、企业发展目

标和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所在岗位承担的责任，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考

核评定。 

议案十五、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暨提名黄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候

选人的预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范晓玲女士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现决定提名黄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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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峰，男，中共党员，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曾任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兼光谷现代服务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综合党委书记、光谷现代

服务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挂职）等职，2016 年 11 月至今任武汉高科国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议案十六、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预案 

为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融资结构，增加资金流动性管理，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的

超短期融资券，在注册有效期（两年）内分期择机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本部及控股

子公司偿还有息债务以及补充营运资金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及公司需

要决定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期限、履行方式、利率等），并授权相关部

门具体办理相关手续并加以实施。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18-018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拟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的公告》。 

议案十七、关于公司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预案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在注册有效期（两年）

内分期择机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偿还有息债务以及补充营运资金

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及公司需要决定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发行期限、履行方式、利率等），并授权相关部门具体办理相关手续并加以实施。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18-019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拟发行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议案十八、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

行修订。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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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九、审议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18-020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7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二十、关于 2018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案 

为支持公司下属各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银行申请贷款

效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董事会根据各子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拟向股东大

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申请人民币总额不超过 912,500.00 万元以及美元总额不超过

39,5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预计为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计划额度如下： 

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 已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 

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3,000,000,000.00 ¥1,965,000,000.00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0 ¥326,000,000.00 

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 

¥850,000,000.00 ¥180,000,000.00 

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 ¥600,000,000.00 ¥719,000,000.00 

武汉人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600,000,000.00 ¥349,000,000.00 

宜昌妇幼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200,000,000.00 

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000,000.00 ¥0.00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350,000,000.00 ¥342,500,000.00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00 ¥130,000,000.00 

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63,000,000.00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250,000,000.00 ¥245,000,000.00 

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160,000,000.00 ¥154,000,000.00 

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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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 已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110,000,000.00 ¥168,000,000.00 

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武汉人福康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50,000,000.00 

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00,000.00 

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 ¥50,000,000.00 ¥30,000,000.00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0.00 

Humanwell Cgcoc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其下属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 
¥50,000,000.00 ¥0.00 

杭州加尔铁进出口有限公司 ¥35,000,000.00 ¥35,000,000.00 

湖北人福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5,000,000.00 

杭州诺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0,000,000.00 ¥0.00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30,000,000.00 ¥0.00 

武汉人福利康药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Humanwell Healthcare USA, LLC 及
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250,000,000.00 $130,000,000.00 

Lifestyles Healthcare Pte. Ltd.及其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125,000,000.00 $0.00 

PuraCap Pharmaceutical LLC $20,000,000.00 $20,000,000.00 

3、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各子公司

申请的贷款担保额度进行审批。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临 2018-021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预计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议案二十一、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2018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向全体股东发布会议通知。为有效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决定本次股东大会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http://www.chinaclear.cn）对相关议案进行投票

表决，也可到会参与现场投票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18-022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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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第十项至第十七项、第二十项预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