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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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利”）；
2、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宜昌”）；
3、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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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利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担保
期限
1年

人福宜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支行

2年

新增授信

¥5,000.00

人福四川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4,000.00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备注
替换过往 15,000 万元授信

上述担保额合计

担保金额
(万元)
¥13,500.00

¥22,5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为四川金利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36,020.00 万元、为
人福宜昌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5,000.00 万元、为人福四川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45,000.00 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均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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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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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利等 3 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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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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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利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担保
期限
1年

人福宜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支行

2年

新增授信

¥5,000.00

人福四川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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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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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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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四川金利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成都市金牛区古柏社区古靖路 18 号
3、法定代表人：鄢红
4、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销售医疗器械；销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运。商品批发
与零售；商务服务业；仓储业；装卸。
5、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金利资产总额 85,583.62 万元，净资
产 7,734.76 万元，负债总额 77,848.8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92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77,848.86 万元，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 106,481.68 万元，净利润 2,415.87 万元。
截至 2019 年 03 月 31 日，四川金利资产总额 87,219.67 万元，净资产 8,100.53 万元，
负债总额 79,119.1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9,119.14 万
元，2019 年 1-3 月主营业务收入 37,529.80 万元，净利润 365.77 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人福四川持有其 51%的股权。
（二）人福宜昌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 182 号（首信财富中心 1201）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消毒药剂、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玻璃器皿、健身器材、百货、五金、家用电器、针纺织品、服装
批发零售；农产品（不含国家专营物资）收购、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不含工商
登记前置许可项目）、自动化控制设备、金属材料、电子产品、计算机销售及技术咨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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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福宜昌资产总额 45,680.96 万元，净资
产 4,427.72 万元，负债总额 41,253.2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40,663.80 万元，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 40,385.13 万元，净利润 1,159.4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人福宜昌资产总额 47,617.88 万元，净资产 4,701.39 万元，
负债总额 42,916.4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2,327.05 万元，
2019 年 1-3 月主营业务收入 9,673.28 万元，净利润 273.67 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5%
的股权。
（三）人福四川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4 号 5 栋 1 单元 902、903 号
3、法定代表人：田萍
4、经营范围：医药科技的技术咨询、转让、租赁；医药项目投资；销售：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
剂、中药材、中药饮片、医疗器械Ⅰ类、Ⅱ类、Ⅲ类；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医用
包装材料、医用辅料、保洁用品、保健用品（不含性保健品）、塑料制品、办公用品、
纸制品、家用电器、洗涤用品、化妆品、消毒用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货物
进出口；货物运输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设备租赁；社会经
济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务服务，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实验设备及材料；仪器仪表
（不含计量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精神药
品；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5、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福四川资产总额 197,509.23 万元，净
资产 35,685.16 万元，负债总额 161,824.0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6,100.63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161,694.07 万元，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 220,666.15 万元，净利润 6,776.59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人福四川资产总额 203,394.97 万元，净资产 37,382.06 万
元，负债总额 166,012.9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829.7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5,882.91 万元，2019 年 1-3 月主营业务收入 67,600.56 万元，净利润 1,696.91 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我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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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为四川金利向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135,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同意为人福宜昌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两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同意为四川人福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的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全部为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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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
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 2019 年 4 月 30 日、2019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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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四川金利等 3 家控股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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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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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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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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759.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83,725.80 万元的
69.92%，全部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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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担保总额计算过程中，美元汇率按 2019 年 5 月 31 日汇率 6.8992 折算。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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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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