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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编号：临

2014-013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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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监局沪证监公司字[2014]5号《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

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公司已对截至2013年底公司

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分别于2014年2月15日和3月22日披

露了公司和相关方全部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及履行进展情况。

截至2014年3月底，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及公司相关整

改措施正在履行之中。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4-009

债券代码：

122117

债券简称：

11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11

闽高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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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

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证评” ）对本公司发行的15�亿

元2011年公司债券（简称“11闽高速”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中诚信证评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福建发展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4）》。 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本公司发行的“11闽高速” 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

展望为稳定，与上一年度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中诚信证评出具的《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2014）》详见 2014年4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14-16

债券代码：

122039

债券简称：

09

皖通债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09

皖通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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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

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评估” ）对本公司发行的“09� 皖通债”

进行了跟踪评级。 中诚信评估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

础上，出具了《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4)》，

评级报告维持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

有关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和《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2013年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

http://www.anhui-expressway.net，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3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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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定于2014年4月29日

召开董事会。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2014年4月28日-29日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

报备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停牌申请书。

股票代码：

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49

债券代码：

122206

债券简称：

12

赛轮债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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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4年4月

25日上午9：30在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胶谷B栋215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50,656,97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6.2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42,250,62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49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杜玉岱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

席2人，监事孙彩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

过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50,656,974 100 0 0 0 0

是

2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

》

———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2.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2.3

发行数量

97,294,906 99.99 7,700 0 0 0

是

2.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2.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2.6

限售期

97,294,906 99.99 7,700 0 0 0

是

2.7

募集资金投向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2.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

排

97,294,906 99.99 7,700 0 0 0

是

2.9

上市安排

97,294,906 99.99 7,700 0 0 0

是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的有效期

97,294,906 99.99 0 0 0 7,700

是

3

《

关于

<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

>

的议案

》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4

《

关于公司与青岛煜明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

>

的

议案

》

97,302,606 100 0 0 0 0

是

5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

97,294,906 99.99 7,700 0 0 0

是

6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250,649,274 99.997 0 0 0 7,700

是

7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议案

》

250,649,274 99.997 7,700 0 0 0

是

8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

250,649,274 99.997 7,700 0 0 0

是

上述第二、三、四及第五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杜玉岱及其一致行动人（三橡有限公

司、何东翰、刘涛、陈金霞、孙戈、延金芬、虞然、刘芬芳、孙健、纪长崑、杨德华、王斐、周天明、宋军、任家

韬、周波、靳春彦、朱小兵、陆振元、曲蔚、刘燕生、刘连云、孙彩、于祥东）、延万华、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153,354,368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

本次会议经公司的法律顾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的马焱律师、李茹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

师认为：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26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较低风险的中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等

方式进行理财投资，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资金投向不

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 同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5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

详见2013年7月1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投资范围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在2013年7月1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基

础上，扩大理财投资的范围。 在上述额度和增加后的投资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资金投向不包括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 同时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授权期限仍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之

日起15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1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运用自有资金购买较

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增加人民币三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额度，择机购

买较低风险理财产品。 增加额度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较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额

度为八亿元整。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

动使用。 资金投向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资》中涉及

的投资品种。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11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

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2014年4月23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订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使用人民币八千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浦发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3号

2、产品代码：2101137333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认购金额：人民币八千万元整

5、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7月22日

6、认购起点：起点金额50万元,以人民币1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7、投资期限：90天（若本产品提前终止，以本产品实际存续天数为准）

8、产品收益率：5.20%/年

9、收益计算方法：每笔投资的到期支付款项=该笔投资本金+该笔投资本金×产品收益率×投资期

限÷365

10、投资标的：本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在AA级以

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A-� (含）以上评级）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

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号：风险投资》中的投资品种。

11、还本付息及到期清算：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资金到账时间在投资兑付日24:00前，不

保证在投资兑付日浦发银行营业时间内资金到账）。

12、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2、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

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

致性。

3、延迟兑付风险：在本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法按期分配

相关利益，则客户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5、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运

作天数短于本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6、募集失败风险：在募集期，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模等原因，该

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7、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公司未

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

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8、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公司和浦发银行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二、风险应对措施

1、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

具体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在选择具体理财产品时，将充分平衡风险与收益，合理搭配投资品种；及时分

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 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

实。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公司审计部定期审计的基础上，进行不定期核查。

4、公司参与理财投资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较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较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较低风险的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3年7月11日，公司出资5000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

分行‘乾元’ 保本型理财产品2013年第139期” 银行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年7月12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产品已于2013年10月9日到期，购买该理财

产品的本金5000万元和收益538,389.04元已如期到账。

2、2013年7月25日，公司出资1.8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

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2013年第153期”银行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

年7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产品已于2013年8月28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

的本金1.8亿元和收益813,698.63元已如期到账。

3、2013年7月25日，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分别出资4500万元和5500万元，向中国农业银

行宜兴市支行购买了“汇利丰” 2013�年第1858�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7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产品已于2013年9月4日到

期。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500万元和收益216,986.30元，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5500

万元和收益265,205.48元已如期到账。

4、2013年9月5日，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分别出资1.25亿元和1.35亿元，向无锡农村商业

银行购买了“无锡农商行金阿福理财创赢66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年9月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2013年10月22日到期。公司购买该

理财产品的本金1.25亿元和收益885,375元， 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35亿元和收益956,205

元已如期到账。

5、2013年10月11日，公司出资1亿元，向中国银行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按期开放”产品。 上述购

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0月15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产品已

于2013年11月21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504,109.59元已如期到账。

6、2013年10月2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出资共计人民币1.35亿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按期开放”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0月25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其中认购金额为2,500万元整的产品已于2013年10月28日到期，该

理财产品的本金2500万元和收益8,219.18元已如期到账；认购金额为1.1亿元整的产品已于2013年11月

25日到期，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1亿元和收益433,972.6元已如期到账。

7、2013年10月28日，公司出资1亿元向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购买了“汇利丰” 2013年第2679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2013年12月6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458,082.19

元已如期到账。

8、2013年11月21日，公司出资7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 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1月25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2013年12月23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7000

万元和收益267,534.25元已如期到账。

9、2013年11月2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出资共计人民币1亿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按期开放”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1月27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产品已于2013年12月17日开放。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

益281,917.81元已如期到账。

10、2013年11月27日，公司出资40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按期

开放” 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1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公告》。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000万元和收益550,356.16元已如期到账。

11、2013年12月10日，公司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工

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1亿元整进行现金理

财。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2月1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1,479,452.05元已如期到账。

12、2013年12月17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

币1.6亿元整进行现金理财。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2月19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6000万元和收益932,054.79元已如期到账；响水雅

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1,553,424.66元已如期到账。

13、2013年12月23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6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

币6000万元整进行现金理财。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2月25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5000万元和收益764,383.56元已如期到账；响水

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000万元和收益152,876.71元已如期到账。

14、2013年12月24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使用

人民币1亿元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3年12月25日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1,578,082.19元已如期到

账。

15、2014年2月28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使用人

民币5千万元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3月4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2014年5月28日。

16、2014年3月4日，公司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工银

瑞信睿尊现金保本6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三千万元整进行现金理

财。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3月6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2014年9月5日。

17、2014年3月12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元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3月1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547,945.21元已

如期到账。

18、2014年3月1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1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

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3月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

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145,205.48元已如期到账。

19、2014年3月20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协议》，使用人民币6000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3

月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6000万元和收益87,

123.29元已如期到账。

20、2014年4月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1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响水雅克购买该理

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184,109.59已如期到账。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1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

收益184,109.59已如期到账。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4月3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21、2014年4月3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

议》，使用人民币一亿两千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

年4月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2014年5月12日。

22、2014年4月17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4月

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2014年5月28日。

23、2014年4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

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2014年4月21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的到

期日为2014年5月28日。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12个月内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不含本次）金额共计四亿元整，占最

近一期（201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32.05%。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5、浦发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6、浦发银行理财产品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94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

2014-016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孟庆南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9: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武汉凡谷电子6号楼2号会议室；

（5）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382,395,208�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68.79%。 公司的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

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委派周守梅律师、刘菊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6、关联股东回避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4年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进行预测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1,131,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数字移动通信隔离器模块产业化项目” 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3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10.1�关于公司董事长孟庆南先生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216,723,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2�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孟凡博先生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332,47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3�关于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汪青女士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382,280,037�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4�关于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戴方莲女士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382,217,346�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5�关于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杨志敏先生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0.6�关于公司董事黄志峰先生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监事2013年薪酬的议案》；

11.1�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艳华女士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382,33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1.2�关于公司监事张利军先生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后，382,286,0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1.3�关于公司监事袁俊女士201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3、《关于修订<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4、《关于修订<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5、《关于修订<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6、《关于修订<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17、《关于修订<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82,395,208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本次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李光胜先生201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武汉凡谷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4-028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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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

4月25日（星期五）上午9:3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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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福湖北” ）、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葛店人福”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药业” ）、武汉中原瑞德生

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瑞德” ）、武汉人福昕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昕

和”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人福医药钟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福钟祥” ）等8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共计人民币陆亿玖仟叁佰伍拾万元（￥693,500,000.00）的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被担保方 银行名称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

万元

）

备注

1

人福湖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20,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10,000

万元授信额

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10,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9,000

万元授信额度

2

武汉天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8,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7,000

万元授信额度

3

葛店人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6,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5,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3,000

万元授信额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鄂州分行

两年

4,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3,000

万元授信额度

4

武汉人福药

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5,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

5

中原瑞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3,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2,000.00

6

人福昕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3,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2,000

万元授信额度

7

新疆维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团结

路支行

一年

2,85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2,850

万元授信额度

8

人福钟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500.00

合 计

69,350.00

鉴于以上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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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4-029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4-029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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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

2、 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润” ）；

3、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 ）；

4、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药业” ）；

5、 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瑞德” ）；

6、 武汉人福昕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昕和” ）；

7、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

8、 人福医药钟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钟祥” ）。

? 本次担保金额：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

公司人福湖北、武汉天润、葛店人福、武汉人福药业、中原瑞德、人福昕和、新疆维药、人福钟祥向银行申请

的共计人民币陆亿玖仟叁佰伍拾万元（￥693,500,000.00）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详

情请见本公告第一部分“担保情况概述” 。

●

累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数量（不含本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为人福湖北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35,000万元； 为武汉天润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8,100万元；为葛店人福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11,000万元；为武汉人福药业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5,000万元； 为中原瑞德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17,000万元；为人福昕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6,000万元；为新疆维药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13,350万元； 为人福钟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累计金额为0万

元。

以上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中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

款额度） 为177,260.00万元， 其中为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

度）为172,060.00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

同意为人福湖北、武汉天润、葛店人福、武汉人福药业、中原瑞德、人福昕和、新疆维药、人福钟祥等8家控

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共计人民币陆亿玖仟叁佰伍拾万元（￥693,500,000.00）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被担保方 银行名称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

万元

）

备注

1

人福湖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20,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10,000

万元授信额

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10,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9,000

万元授信额度

2

武汉天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8,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7,000

万元授信额度

3

葛店人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6,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5,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3,000

万元授信额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鄂州分行

两年

4,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3,000

万元授信额度

4

武汉人福药

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5,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

5

中原瑞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3,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2,000.00

6

人福昕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3,00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2,000

万元授信额度

7

新疆维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团结

路支行

一年

2,850.00

替换其于

2013

年申请办

理的

2,850

万元授信额度

8

人福钟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

一年

500.00

合 计

69,350.00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847号B座11层

3、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5、 经营范围：化学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普通机械设备批零兼营；网络管理系统；运输代理服务；

医疗器械租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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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

剂、疫苗、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西药)；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医疗器械Ⅱ、Ⅲ类

批发。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人福湖北资产总额64,071.22万元，净资产20,977.86万元，负债

总额43,093.3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7,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2,493.36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

收入56,604.41万元，净利润619.20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98.5%的股权。

（二）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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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4,286.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王玮

5、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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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

二类（避孕套）、日用化学品、电子产品、农副产品零售兼批发、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武汉天润资产总额16,418.45万元，净资产6,526.91万元，负债

总额9,891.5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9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891.54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

26,805.19万元，净利润349.27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86%的股权。

（三）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3、 注册资本：12,825.5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邓霞飞

5、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1.冻干粉针剂，片剂（激素类：计划生育用药）、硬胶囊剂（激素类：计划生

育用药）、原料药（米非司酮、奥卡西平、非那雄胺、更昔洛韦、盐酸尼莫斯汀、因卡膦酸二钠、双炔失碳酯、

卡莫氟、醋酸环丙孕酮、氨磷汀、硝普钠、黄体酮、亚叶酸、左炔诺孕酮、炔雌醇、孕二烯酮、去氧孕烯、醋酸

甲羟孕酮、盐酸吉西他滨、布地奈德、醋酸氟氢松、度他雄胺、睾酮、替勃龙、屈螺酮、丙酸氟替卡松、雌二

醇、甲强龙、间苯三酚、铝镁加）、原料药（抗肿瘤类：磷酸氟达拉滨、地西他滨、甲磺酸伊马替尼）；2.片剂

（激素类：计划生育用药）、硬胶囊剂（激素类：计划生育用药）、片剂（含激素类）、硬胶囊剂（含激素

类）；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葛店人福资产总额57,723.23万元，净资产21,924.25万元，负债

总额35,798.9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6,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303.53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

收入39,569.97万元，净利润3,745.16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81.07%的股权。

（四）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物园路8号

3、 注册资本：13,059.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邓霞飞

5、 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加工服务及货物进出口。 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

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含激素类）、混悬剂、片剂、软膏剂、栓剂、口服溶液剂、原料药（尿激酶）的生产及

销售。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武汉人福药业资产总额25,101.85万元，净资产16,274.44万元，

负债总额8,827.4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777.41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

收入13,319.21万元，净利润1,935.89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98.33%的股权。

（五）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点：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特1号

3、 注册资本：25,517.2721万元

4、 法定代表人：徐建生

5、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原瑞德资产总额51,348.66万元，净资产31,468.62万元，负债

总额19,880.0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8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780.04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收

入14,178.05万元，净利润5,127.84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六）武汉人福昕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昕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8号

3、 注册资本：2700.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王保林

5、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照明电器、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光电设备、化

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玻璃制品、玻璃仪器、仪器仪表、消毒用品、化验设备、教学器材批发、

零售；生物制品、疫苗批发；医疗器械II类、III类。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人福昕和资产总额9,082.05万元，净资产2,959.89万元，负债总

额6,122.16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6,122.16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

15,230.72万元，净利润-68.68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66.67%的股权。

（七）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点：新疆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街2号

3、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尹强

5、 经营范围：颗粒剂、糖浆剂、酊剂、硬胶囊剂、片剂煎膏剂、搽剂、煎膏剂、茶剂、口服液、洗剂的生

产。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27,356.67万元，净资产9,375.70万元，负债

总额17,980.9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0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345.97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

收入22,064.82万元，净利润2,408.84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

（八）人福医药钟祥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钟祥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钟祥市经济开发区西环三路

3、 注册资本：2,200.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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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精

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体外诊断试剂批发；医疗器械Ⅱ类、Ⅲ类;保健食品销售产。 一般经营项

目：Ⅰ类医疗器械，百货销售，政策许可的中药材购销，房屋、柜台租凭服务。

6、 财务状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人福钟祥资产总额5,746.45万元，净资产2,523.25万元，负债总

额3,223.20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3,223.20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12,

034.49万元，净利润444.93万元。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60%的股权，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

有人福湖北98.5%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人福湖北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亿元（￥200,

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人福湖北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亿元（￥10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

武汉天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捌仟万元（￥80,000,000.00）、期限一年

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葛店人福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陆

仟万元（￥6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葛店人福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为葛店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肆仟万元（￥40,000,

000.00）、期限两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武汉人福药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中

原瑞德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0,000.00）、期限一年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中原瑞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

万元（￥2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人福昕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为新疆维药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团结路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捌佰伍拾

万元（￥28,5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人福钟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伍佰万元（￥5,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人福湖北、武汉天润、葛店人福、武汉人福药业、中原瑞德、人福昕和、新疆维药、人福钟祥

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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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

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177,26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434,223.60万元的40.82%；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 为172,06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434,223.60万元的

39.62%；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人福湖北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3、武汉天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4、葛店人福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5、武汉人福药业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6、中原瑞德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7、人福昕和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8、新疆维药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9、人福钟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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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