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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2-135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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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

457,010,2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8%，其中已质押的 386,767,393 股已被司法标记

或轮候冻结，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84.63%，剩余未质押的 70,242,876 股已被司法

冻结及轮候冻结，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15.37%。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当代科技的告知函，获悉当代科技所持 70,242,876 股公司股

份被法院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起始

日 

冻结到期

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当代

科技 
70,242,876 15.37% 4.30% 否 

2022 年 10

月 13 日 
/ 

湖北省武汉

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轮候

冻结 

截至目前，当代科技尚未收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相关法律文

书，未能确定冻结申请人及具体案由。近日当代科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查询才获悉股份轮候冻结事宜，目前正积极与相关法院进行沟通，核实具体情况。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及标记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当代科技累计被冻结及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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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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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

数量（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当代科技 457,010,269 27.98% 70,242,876 386,767,393 100% 27.98% 

当代科技被冻结及轮候冻结股份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及本公告“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所述内容。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最近一年，当代科技债券逾期或违约情况如下： 

（1）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19 汉当科 MTN001”）未能按期兑付，

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2022 年 4 月 18 日，19 汉当科 MTN001 持有人召开

了 2022 年度第二次会议，同意当代科技对 19 汉当科 MTN001 的全部本金及到期应付利

息展期一年。 

（2）2019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简称“19 汉当科 PPN001”）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持有人会议，未能通过本金及利息全额展期的议案，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

人民币 6 亿元，当代科技未能按期支付本息。 

（3）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7 当代 01”）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将本期债券兑付日以及 2022 年度的付

息日展期至 2023 年 5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4）当代科技 2018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简称“18 汉当科 PPN001”）

及 2020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疫情防控债）（简称“20 汉当科（疫情防控债）

PPN001”）因未能落实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有条件豁免触发投资人保护条款的相关

担保事宜，已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提前到期，构成实质性违约。 

（5）当代科技 2019 年度第二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简称“19 汉当科 PPN002”）

召开 2022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关于豁免违反交叉保护条款约定的议案未审议通过，

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本息应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立即到期应付，当代科技在短时间内无法

筹措资金如期兑付本期定向工具的本息构成违约事件。 

（6）当代科技 2017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简称“17 汉当科 MTN002”）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到期应付，当代科技未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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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代科技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H19 当代 F”）未能

按期足额偿付利息和回售本金。 

2、最近一年，当代科技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调整后情况如下： 

（1）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具《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下调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等级的公告》联合〔2022〕2229

号，确定将当代科技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下调为 C，“19 当代 F1”“19 当代 02”

“19 当代 03”及“20 当代 01”的信用等级由 A 下调为 C。 

（2）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出具《大公关于将武汉当代科

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AA-的公告》，将当代科技主体信用等级

调整为 AA-，评级展望维持负面，“17 汉当科 MTN002”、“17 当代 01”、“18 当代

02”、“19 汉当科 MTN001”、“21 当代 01”和“21 当代 02”信用等级调整为 AA-。 

（3）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具《大公关于将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C 的公告》，决定将当代科技主体信用

等级调整为 C，“19 汉当科 MTN001”信用等级调整为 C，“17 汉当科 MTN002”、“17

当代 01”、“18 当代 02”、“21 当代 01”和“21 当代 02”信用等级调整为 CC。 

（4）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向当代科技出具了《中

证鹏元关于下调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的函》中鹏信评函

【2022】38 号和《信用等级通知书》中鹏信评【2022】跟踪第【51】号，决定将当代科

技主体信用等级由 A 下调为 C，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 

（5）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向当代科技出具了《大公关

于将“17 汉当科 MTN002”信用等级下调至 C 的公告》，当代科技未能按期足额偿付

当代科技 2017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简称“17 汉当科 MTN002”）的应付本金及相应

利息，决定将“17 汉当科 MTN002”信用等级调整为 C。 

3、最近一年，当代科技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及仲裁共 116 起，标的金额合计约

186.44 亿元。 

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5、当代科技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86,767,393 股已被司法标记或轮候冻结，持有的

70,242,876 股已被冻结或轮候冻结，上述合计 457,010,269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8%，截至目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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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技相应股份涉及处置，可能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6、上述事项目前尚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治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积极

与市场沟通，同时强化内控控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规定，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公司

治理的稳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