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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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

2、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 ）；

3、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宜昌” ）；

4、湖北人福桦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桦升” ）；

5、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门” ）；

6、人福医药襄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襄阳”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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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

余额（万

元）

股东大会授

权担保额度

(万元)

人福医药

集团股份

公司（以

下简称

“人福医

药”或

“公司” ）

宜昌人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8,000万元授信

￥18,000.

00

￥172,800.

00

￥200,000.

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0万元授信

￥10,000.

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万元授信

￥5,000.0

0

武汉人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4,000.0

0

￥10,000.0

0

￥20,000.0

0

人福宜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葛洲坝支

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万元授信

￥3,000.0

0

￥3,500.00

￥82,000.0

0

人福桦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

0

￥9,000.00

人福荆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荆门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4,000万元授信

￥1,500.0

0

￥4,000.00

人福襄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襄阳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万元授信

￥1,000.0

0

￥1,000.00

广州贝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

0

￥17,100.0

0

￥25,000.0

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5,500.

00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上述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人福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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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79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294,824.65万元的62.31%，全部为对公司

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被担保子公司中，人福宜昌、人福桦升、人福荆门、人福襄阳、广州贝龙

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人福医药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在此基础上

公司通过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追加2022年度预计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额度。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公司为宜昌人福等7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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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

余额（万

元）

股东大会授

权担保额度

(万元)

人福医药

宜昌人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8,000万元授

信

￥18,000.

00

￥172,800.

00

￥200,000.

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0万元授

信

￥10,000.

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5,000万元授信

￥5,000.0

0

武汉人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4,000.0

0

￥10,000.0

0

￥20,000.0

0

人福宜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葛洲坝支

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万元授信

￥3,000.0

0

￥3,500.00

￥82,000.0

0

人福桦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

0

￥9,000.00

人福荆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荆门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4,000万元授信

￥1,500.0

0

￥4,000.00

人福襄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襄阳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万元授信

￥1,000.0

0

￥1,000.00

广州贝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

0

￥17,100.0

0

￥25,000.0

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5,500.

00

/ /

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在此基础上公司

通过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追加2022年度预计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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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日、2022年9月16日、

2022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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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宜昌人福等7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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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宜昌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730843405M

3、成立时间：2001年08月08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19号

5、法定代表人：李杰

6、注册资本：29,352.7036万人民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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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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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代理进出

口（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许可，不得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844,039.80万元，净资产562,605.23万元，负债总

额281,434.5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0,174.07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17,537.82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607,301.44万元，净利润185,992.55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 宜昌人福资产总额961,801.48万元， 净资产 628,092.73万元， 负债总额

333,708.7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88,569.0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8,983.99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

515,790.02万元，净利润156,446.02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

（二） 武汉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1966747

3、成立时间：1997年6月2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物园路8号

5、法定代表人：唐维

6、注册资本：26,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

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创业空间服务。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武汉人福资产总额75,143.80万元，净资产57,150.48万元，负债总额

17,993.33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45.96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16,842.47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66,060.83万元，净利润6,715.44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武汉人福资产总额68,911.70万元，净资产60,259.67万元，负债总额8,652.03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8.4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7,357.23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45,728.75万元， 净利润

6,274.43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98.33%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持有其1.67%的股权。

（三）人福宜昌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579855293W

3、成立时间：2011年07月26日

4、注册地点：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2号（首信财富中心1201）

5、法定代表人：陈森

6、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第一

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废物经营；餐饮服务；建筑劳务分包一般

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

批发；医用口罩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物业管理；专

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城市绿化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病人陪

护服务；母婴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

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仪器仪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柜台、摊位出租；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家居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办公用品销售；装卸搬运；信息咨询

服务。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人福宜昌资产总额47,099.41万元，净资产5,509.70万元，负债总额

41,589.71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1.41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41,589.71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37,901.93万元，净利润657.49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人福宜昌资产总额41,718.48万元，净资产5,587.46万元，负债总额36,131.02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34.7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6,086.98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32,036.40万元，净利

润77.76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 ）持有其80%的股权。

（四）人福桦升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桦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303332862E

3、成立时间：2014年06月25日

4、注册地点：武昌区积玉桥街和平大道219号白云边集团办公大楼10层03号房

5、法定代表人：蔡强

6、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

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金银制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专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

处理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汽车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通讯设备销售。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人福桦升资产总额30,991.37万元，净资产1,669.60万元，负债总额

29,321.7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12.19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29,279.29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32,159.17万元，净利润117.12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人福桦升资产总额27,190.15万元，净资产1,774.10万元，负债总额25,416.05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91.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310.90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18,071.50万元，净利润

104.50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55%的股权。

（五）人福荆门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MA488NE15D

3、成立时间：2016年01月27日

4、注册地点：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29号一幢一楼、二楼

5、法定代表人：宋涛

6、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建设工程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玻璃仪器销售；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塑料制品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租

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专用设备修理；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

他相关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电子产品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

售；数据处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

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人福荆门资产总额39,236.10万元，净资产9,818.00万元，负债总额

29,418.10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130.9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28,705.49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28,073.95万元，净利润1,115.37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人福荆门资产总额37,809.80万元，净资产11,289.15万元，负债总额26,520.65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628.7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808.04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26,011.06万元，净

利润1,471.15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55%的股权。

（六）人福襄阳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襄阳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565470472E

3、成立时间：2010年12月08日

4、注册地点：襄阳市樊城区大庆西路65号九悦天城2号楼10层1-8室、11层1-12室

5、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6、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保健食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医

疗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服务；

食品互联网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经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检验检测服务；专用设备修理；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并未设定相关许可的，

企业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人福襄阳资产总额27,098.24万元，净资产2,308.60万元，负债总额

24,789.6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2.35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24,789.64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21,746.82万元，净利润-636.34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人福襄阳资产总额27,566.53万元，净资产2,347.90万元，负债总额25,218.6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02.1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218.64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18,522.24万元，净利

润39.30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63%的股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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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683898

3、成立时间：1995年10月24日

4、注册地点：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禾丰路63号

5、法定代表人：戴正良

6、注册资本：5,58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广州贝龙资产总额53,521.41万元，净资产16,123.23万元，负债总额

37,398.18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8,971.28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35,248.71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18,971.60万元，净利润492.86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广州贝龙资产总额54,132.05万元，净资产16,306.06万元，负债总额37,825.99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891.7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6,761.99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9,171.11万元，净

利润182.83万元。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73.66%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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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亿捌仟

万元整（￥18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10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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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同意为武汉人福向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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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同意为人福宜昌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葛洲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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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同意为人福桦升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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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同意为人福荆门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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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公司同意为人福襄阳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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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广东华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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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仟万元

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

述被担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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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的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拥有上述被担

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其中，人福宜昌、人福桦升、人福荆门、人福襄阳、广州贝龙资产负债率

超过70%，上述公司近年来经营稳定，发展前景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

基于以上情况，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利益，上述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

的保障。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是为了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且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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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

监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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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79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294,824.65万元的62.31%，全部为对公司及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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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 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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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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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1月

6日（星期五）上午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22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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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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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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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葛店药

辅” ）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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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医药 葛店药辅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

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鉴于葛店药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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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邓霞飞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余8名董事参与

了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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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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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在此基础上公司

通过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追加2022年度预计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额度。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武汉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 ）、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宜昌” ）、湖北人

福桦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桦升” ）、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门” ）、人福

医药襄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襄阳”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 ）

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医药

宜昌人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8,000万元授信

￥18,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0,000万元授信

￥1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

元授信

￥5,000.00

武汉人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4,000.00

人福宜昌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葛洲坝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500万

元授信

￥3,000.00

人福桦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

人福荆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年

替换过往4,000万

元授信

￥1,500.00

人福襄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

元授信

￥1,000.00

广州贝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5,500.00

鉴于上述被担保方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方同意相应为其提供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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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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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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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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药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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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

余额（万

元）

股东大会授

权担保额度

(万元)

人福医药 葛店药辅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

0

￥9,000.00

￥11,000.0

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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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79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1,294,824.65万元的62.31%，全部为对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被担保公司葛店药

辅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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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店药辅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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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

余额（万

元）

股东大会授

权担保额度

(万元)

人福医药 葛店药辅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

0

￥9,000.00

￥11,000.0

0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葛店

药辅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因葛店药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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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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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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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葛店药辅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597187612X

3、成立时间：2012年06月25日

4、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大道199号

5、法定代表人：张阳洋

6、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药用辅料、消毒剂、卫生用品、化学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学制剂、原料药、医疗器械、食品添加剂；“三来一补” 业务；销售：自营产品原辅料、医药中间体、仪器

设备；药用辅料技术检测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自有房屋、设备租赁。

8、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葛店药辅资产总额21,382.63万元，净资产5,473.31万元，负债总额

15,909.3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627.51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6,860.12万元，

净利润588.04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葛店药辅资产总额24,587.18万元，净资产6,690.12万元，负债总额17,897.06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8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914.16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7,211.44万元，净利

润1,216.81万元。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葛店药辅40%的股权，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葛店药辅40%的股权， 公司监事郑承刚持有葛店药辅6%的股权， 其他股东非公司关联

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葛店药辅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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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保护公司利益，葛店

药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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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拥有被担

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葛店药辅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该公司近年来经营稳定，资信良好，自

主偿付能力充足。

基于以上情况，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利益，本次被担保方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

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是为了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

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且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相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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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

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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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79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294,824.65万元的62.31%，全部为对公司及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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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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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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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福建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氨基

酸（16）/葡萄糖（30%）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30%）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YHL220008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10月12日受理

的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30%）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

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30%）注射液为三腔袋包装，三个独立的腔

袋中分别装有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溶液、复方氨基酸（16）溶液和复方葡萄糖溶液（30%），

适用于口服或肠内营养无法进行、不足或存在禁忌的中重度分解代谢的成人患者，以肠外营养

形式提供能量、必需脂肪酸（包含ω-3和ω-6脂肪酸）、氨基酸、电解质和液体。 原研ω-3鱼油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30%）注射液由B.BraunMelsungen� AG� 德国贝朗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开发，2010年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多个国家经非集

中审批程序获批上市。 该品种在中国尚未批准上市， 原研药品于2013年申请进口中国，于

2018年获得国家药监局的临床批件， 此外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提交了仿制药

上市申请，审评结论为批准临床。 暂未查询到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

/氨基酸（16）/葡萄糖（30%）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2,887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

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

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89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01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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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薛健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861,1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820%； 董事、 总经理刘为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8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23%；常务副总经理王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1,1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641%；副总经理、董秘、财务负责人宋金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8,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1631%；副总经理王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13%；副总经

理庞长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7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70%；副总经理孟长春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47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65%；首席研发官杜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76,6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56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计划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其中：薛健先生拟减持不超过152,719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500%； 刘为东先生拟减持不超过56,2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184%；王利先生拟减持不超过58,6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92%；宋金华先生拟减

持不超过55,7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82%；王旭先生拟减持不超过50,0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0164%； 庞长国先生拟减持不超过36,9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121%；孟长春先生拟减持不超过35,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16%；杜辉先生拟减

持不超过34,1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12%。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薛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861,119 0.282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52,719股

其他方式取得：708,400股

刘为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587,200 0.1923%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6,2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31,000股

王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501,100 0.164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8,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500股

宋金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498,200 0.163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5,7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500股

王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492,500 0.1613%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500股

庞长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479,400 0.157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6,9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500股

孟长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477,900 0.1565%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5,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500股

杜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476,600 0.156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4,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500股

注：表格中“其他方式取得” ，均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薛健

不 超 过 ：

152,719股

不超过：

0.05%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52,719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刘为东

不 超 过 ：

56,200股

不超过：

0.0184%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56,200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王利

不 超 过 ：

58,600股

不超过：

0.019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58,600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宋金华

不 超 过 ：

55,700股

不超过：

0.018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55,700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王旭

不 超 过 ：

50,000股

不超过：

0.0164%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50,000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庞长国

不 超 过 ：

36,900股

不超过：

0.0121%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6,900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孟长春

不 超 过 ：

35,400股

不超过：

0.0116%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5,400股

2023/2/7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杜辉

不 超 过 ：

34,100股

不超过：

0.011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4,100股

2023/2/6 ～

2023/8/5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上述减持主体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相关规定

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

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证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

2023－00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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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以下简称“白云山制药总厂”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关于盐酸达泊西汀片 （30mg、60mg） 的 《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2S01218、

2022S01217）。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盐酸达泊西汀片

剂型：片剂

规格：30mg、60mg（按C21H23NO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3562022

� � � �上市许可持有人：（1） 名称：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地

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地址：广州市白

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受理号：CYHS2000466国、CYHS2000465国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23926、国药准字H20223925

� � �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7年12月29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达泊西汀是一种短效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用于18岁以上患者治

疗早泄，于2010年在中国获批上市。

2020年7月，白云山制药总厂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药品注册申请获受理。 经查询，目

前国内盐酸达泊西汀片的主要生产厂家为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四川科伦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铂凯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2021年盐酸达泊西汀片

在国内城市、 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零售药店的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 5,138万元和人民币

19,402万元。 截至目前，白云山制药总厂在盐酸达泊西汀片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计约

人民币1,764.15万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盐酸达泊西汀片的《药品注册证书》，丰富了白云山制药总厂男性用药产品的种

类，有利于提升本公司在男性用药领域市场的竞争力。 白云山制药总厂将按照相关要求和市场

需求开展生产。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

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

2023-002

转债代码：

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住所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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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辉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东宏辉” ）的通知，广东宏辉经向地方主管部门申请，将其住所进行了变更，其

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目前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取得了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子公司工商信息变更情况

变更事

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住所 汕头市保税区广澳后江加工区一座四层417A房 汕头综合保税区远洋一街1号

二、变更后《营业执照》基本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MA4X94Y942

名称：广东宏辉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俊辉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水果、蔬菜、水产品的销售、初级加工（挑拣、包装、保鲜、冷藏）；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捌佰壹拾壹万贰仟陆佰玖拾伍元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6日

住所：汕头综合保税区远洋一街1号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3-004

债券代码：

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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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近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赣州市松立新

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立公司” ）通过竞拍的方式以人民币189.50万元取得全南县

自然资源局挂牌出让的宗地编号为 “DBI2022025” 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 宗地面积

29,366.40平方米，并与全南县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36072920221213022）。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内容，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让人：全南县自然资源局

2、出让宗地编号：DBI2022025

3、宗地位置：全南县城厢镇镇仔村松岩公司西北侧地块

4、宗地面积：29,366.40平方米

5、规划用途：工业用地

6、出让年限：50年

7、出让价款：189.50万元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松立公司目前处于筹建期，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本次取得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将用于

满足松立公司新项目生产建设的需要。 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

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松立公司后续将按合同约定的各项指标进行厂房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

批手续、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跟进后续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3-001

H

股代码：

6178 H

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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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月3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1月6日下午14:30以现场、视频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13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3人。其中，赵陵先生、刘秋明先生、付建平先生以现场方式

参会；尹岩武先生、陈明坚先生、余明雄先生、浦伟光先生、任永平先生、殷俊明先生、刘运宏先生

以视频方式参会；宋炳方先生、田威先生、王勇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赵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

司监事长和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业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汪沛先生为公司

业务总监。 汪沛先生业务总监任职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汪沛先生简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附件：

汪沛先生简历

汪沛先生，1976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 现任上海光大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资金营运中心交易员，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总监，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总部（原证券投资总部）总经理。

除上述简历披露外，汪沛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23-001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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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资金4,900万元，占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4.26%，具体情况如下：

提供补助的

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

或项目

收 款 时

间

补助金

额

是否与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相关

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

补 助

类型

会 计 处

理

桂林市财政

国库支付中

心

技术改造项目

(设备补助)

2022 年

12月

4,900

万元

是 否

与 资

产 相

关

递 延 收

益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收到的技改专项补助资金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以后

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计入递延收益，于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确认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本次收到的技改专项补助资金

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22年度利润总额3,920万元， 增加公司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利润总额各490万元。

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须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