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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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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业路81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924,57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8,924,5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88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8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杨颖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邵瑞庆、张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林然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海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杨建刚、副总经理侯瑞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8,924,573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公司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议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10

《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

年 （2017-2019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12 《关于公司增补董事的议案》 13,691,01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黄夕晖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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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中环境

信息情况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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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于2018年3月30日披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要

求，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的“第五节 重要事项/第十七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环境信息

情况” 做如下补充：

(三)环境信息情况

1.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适用

2017年中恒集团及子公司未被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中恒集团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 ）列入梧州市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企业要发展，环保要先行。梧州制药对环境保护工作极为重视，设置了环保管理机构，建立建全各项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做到责任明确，管理严格。梧州制药按要求，把环保指标分解落实到各部门，把环保责任

落实到个人。2017年梧州制药没有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任事故。

梧州制药环保基本情况如下：

（1）排污信息

废水排污信息基本情况：

排放口名称 废水总排口 排放口数量 1个 排放方式 间歇排放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GB8978-1996 排放口分布 厂区南侧 数据来源 在线监测

污染物名称 执行标准值 排放浓度（mg/L） 排放量（吨）

核定的排放总量

（吨）

超标情况

化学需氧量COD 500 92.17 48.35 250 无

氨氮 ——— 1.38 0.63 ——— 无

PH 6—9 7.19 ——— ——— 无

废气排污信息基本情况：

排放口名称 废气总排口 排放口数量 1个 排放方式 有组织排放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 排放口分布 厂区南侧 数据来源 在线监测

污染物名称 执行标准值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量（吨）

核定的排放总量

（吨）

超标情况

颗粒物 80 10.8 5.51 ——— 无

二氧化硫 550 102.34 51.76 256 无

氮氧化物 400 94.65 48.07 ——— 无

（2）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①废水：公司搬迁时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为600t/d日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站，但为适应公司的快速发

展，2009年底公司新建3500吨/日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站，并在2011年初投入试运行，运行稳定。2008年梧州

制药积极响应环保政策，为第一批安装有在线监测设施的企业，并于2009年安装了氨氮在线监测仪器。梧

州制药自2015年12月22日将污水排放总渠由原来的直排改为接入园区污水处理厂的管网后， 废水执行排

放标准也由原来的行业标准《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6－2008）改为国家综合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②废气：梧州制药原来的废气处理设施为炉内脱硫+文丘里麻石除尘塔，虽然能够处理达标，但是效果

不理想，因而梧州制药拆除原有的文丘里麻石除尘塔，安装先进的静电除尘设备、双碱脱硫系统及密闭输

灰系统，确保废气达标排放并避免输灰造成的粉尘污染。

梧州制药现有两台20t/h的燃煤蒸汽锅炉（一用一备），燃烧废气经过静电除尘+双碱喷淋脱硫处理达

标后通过50米高烟囱排放。烟囱上面设置有监测平台，安装有在线监控设施，对排放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测，

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环保平台。 自2015年10月1日起执行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③固体废物：梧州制药主要固废为药渣、煤渣、生活垃圾等，定期清运。建设有垃圾池并搭建有防雨棚。

④噪声：梧州制药在购进噪声较大的设备的同时都要求供货商安装相应的消音器，降低了设备高速运

转产生的噪声，改善了职工的劳动环境。在设备布局方面，将产生噪声大的设备尽可能安装在远离边界的

地方，并进行密闭处理。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昼间小于65� dB（A）、夜间小于55� dB（A），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3类。

（3）公司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于2008年11月搬迁至目前的生产基地，为GMP改造及搬迁项目，也称之为一期建设项目，该项目

于2009年完成自治区环保厅环保竣工验收。梧州制药自搬迁以来，不断扩建，目前又扩建有二期建设项目、

三期建设项目等，公司二期建设项目已于2012年通过了环保竣工验收，三期建设项目已通过了环评批复，

目前尚在建设中。各建设项目目前建筑设施部分已全部完工，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好施工噪音的处理，

未接到居民的投诉。

（4）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公司制订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在梧州市环境保护局进行备案。

（5）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我公司目前废水、废气均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方便实时掌握污染物排放浓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并做到实时公布公开。 根据环保局对自行监测的相关要求， 按照环保局核准的自行监测方案实施自行监

测。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自行监测委托协议，按要求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并进行网上公布。

（6）信息公开

公司设置了环保宣传栏，按环保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在公司门口按照要求的相关尺寸制作宣传栏，

公开公司基本情况、污染物防治设施基本情况等信息。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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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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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于2018年4月27日披露了《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现对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三、重要事项/3.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

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中的销售费用变动原因做如下补充：

随着2017年 《“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深化医改

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等文件先后发布，可预见2018年国家将继续针对两票制、分级诊疗、临床路径、医保

支付标准、中药注射剂再评价等相关政策稳步推进，为了顺应频繁出现的新政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子公司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 ）在营销方面于2018年度做出了战略布局。中

恒集团2018年一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增长553.88%，主要做了以下重点工作：

一、加大学术化推广力度，全国范围建立专家库。加强学术推广密度，增加产品品牌影响力。一季度已

投入费用近0.1亿元。

二、加速人才引进，为营销模式转型打好基础。梧州制药逐渐扩大营销队伍，一季度已投入费用0.2亿

元。

三、强化渠道布局，满足市场供应。两票制在2018年始全面推行，梧州制药增开大量渠道，造成配送成

本、市场维护成本迅速增加。

四、重视各类市场分析，明确发展方向。梧州制药收集大量关于市场终端、渠道等各类分析数据，也使

得营销费用显著提升。

一季度，梧州制药在上述第三及第四项目的营销市场维护及推广费在全国范围内共计发生3.4亿元。

2018年一季度梧州制药投入大量市场活动，造成销售费用快速增长。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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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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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克投资” ）持有公司183,600,

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5.79%；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达投资” ）持有公司18,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4.49%；苏州尼盛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尼盛创投” ）持有公司14,91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72%；苏州盛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融创投” ）持有公司5,500,00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37%；

莱克投资、立达投资、尼盛创投以及盛融创投属于一致行动人，其四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2,01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3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经营需要，莱克投资、立达投资、尼盛创投、盛融创投计划自公告日起，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股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于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进行，通

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于公告日起3个交易日后进行），合计减持不超过50,010,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2.47%，上述合计减持股数的99.5%以上受让人均为实际控制人倪祖根先生。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5%。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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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来源

莱克投资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83,600,000 45.79% IPO前取得：183,600,000股

立达投资 5%以下股东 18,000,000 4.49% IPO前取得：18,000,000股

尼盛创投 5%以下股东 14,910,000 3.72% IPO前取得：14,910,000股

盛融创投 5%以下股东 5,500,000 1.37% IPO前取得：5,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莱克投资 183,600,000 45.79%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立达投资 18,000,000 4.49%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尼盛创投 14,910,000 3.72%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盛融创投 5,500,000 1.37%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合计 222,010,000 55.37% —

莱克投资、立达投资、尼盛创投、盛融创投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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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莱克投资

不超过：

26000000股

不超过：6.48%

2018/5/24 ～

2018/11/20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8000000股

协议转让减持，

不超过：26000000股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经营需要，受让人

为同一实际控制

人倪祖根

立达投资

不超过：3600000

股

不超过：0.90%

2018/6/11 ～

2018/12/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36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3600000股

协议转让减持，

不超过：3600000股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经营需要，97%转

让股数受让人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

倪祖根

尼盛创投

不超过：

14910000股

不超过：3.72%

2018/6/11～

2018/12/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8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14810000股

协议转让减持，不超

过：14810000股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经营需要，

99%转让股数受

让人为同一实际

控制人倪祖根

盛融创投

不超过：5500000

股

不超过：1.37%

2018/6/11～

2018/12/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55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5500000股

协议转让减持，不超

过：5500000股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经营需

要，99%转让股数

受让人为同一实

际控制人倪祖根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进行（2018� 年 6�

月 11日-2018�年 12� 月 8日），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1%。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2018� 年

5�月 24�日-2018� 年 11� 月 20� 日），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

的2%。

采用协议转让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2018�

年 5�月 24�日-2018�年 11�月 20�日），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份的5%。

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莱克投资、

立达投资、尼盛创投、盛融创投可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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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莱克投资承诺：

（1）自莱克电气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莱克投

资持有的莱克电气股份，也不由莱克电气回购莱克投资所持有的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莱克投资

减持莱克电气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莱克电气股票的发行价；莱克电气上市后6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莱克投资所持有的莱克电气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莱

克电气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

如莱克投资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莱克电气股份的， 莱克投资承诺违规减持莱克电气

股票所得归莱克电气所有， 同时莱克投资持有的剩余莱克电气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

延长1年。如莱克投资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莱克电气，则莱克电气有权将应付莱克投资现金分红中与莱

克投资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莱克电气所有。

（2）莱克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莱克投资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减持其在莱克电气上

市时所持莱克电气的股票，莱克投资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3）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莱克投资转让所持莱克电气股票数量不超过

莱克投资在莱克电气上市时所持有莱克电气股票总数的20%；

（4）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莱克投资转让所持莱克电气股票数量

不超过莱克投资在莱克电气上市时所持有莱克电气股票总数的20%。

（5）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莱克投资

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 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6）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通过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7）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

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若莱克投资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莱克电气所有。

2、立达投资承诺：

（1）自莱克电气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莱克电气股份，也不由莱克电气回购该部分股份；

（2）莱克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立达投资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减持其在莱克电气上

市时所持莱克电气的股票，立达投资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3）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立达投资转让所持莱克电气股票数量不超过

立达投资在莱克电气上市时所持有莱克电气股票总数的20%；

（4）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立达投资转让所持莱克电气股票数量

不超过立达投资在莱克电气上市时所持有莱克电气股票总数的20%。；

（5）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立达投资

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 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6）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通过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7）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

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若立达投资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莱克电气所有。

3、尼盛创投、盛融创投承诺：

自莱克电气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莱克电气股份，也不由莱克电气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减持人承诺要求情况等情形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方式、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请

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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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莱克投资、立达投资、尼盛创投、盛融创投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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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2018年 5 月 1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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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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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下午3: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3: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00至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袁平东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41,174,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466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数为241,165,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464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数为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数488,89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2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反对

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

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反对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反对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2018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反对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药品、试剂、医用耗材、医疗设备等物资供

应与配送长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反对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9%；

反对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宋金松先生、袁平东先生、范晶先生、孙建先生、易崇勤女士和毛润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建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易崇勤女士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1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郝颖先生、王洪先生和唐学锋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独立董事候选人郝颖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2）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洪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3）独立董事候选人唐学锋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胡继东先生、郝林先生和徐伟钰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2）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郝林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3）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1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3%。

除审议通过以上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陈上、田

晶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0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九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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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选举程序合法有效，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

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郑晓东先生、

游菊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郑晓东先生

男，1976年9月出生，本科，历任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助理、一分厂厂长、生产部

经理、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分厂厂长助理、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分厂副厂

长。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302车间主任。

经核查，郑晓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监事任职条件。

（2）游菊女士

女，1980年4月出生，本科，历任重庆方港医药有限公司新药部销售内务主管、重庆方港医药有限公司市

场准入部区域经理。现任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销售管理部部门经理。

经核查，游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监事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788�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1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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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下午17：00在重庆

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10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8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董事；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宋金松先生、范晶先生、孙建先生、易崇勤女士、郝颖先生和唐学锋先生

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其余董事出席现场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金松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宋

金松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1选举宋金松先生、唐学锋先生和郝颖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宋金松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2�选举郝颖先生、袁平东先生和唐学锋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郝颖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3选举宋金松先生、唐学锋先生和王洪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王洪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4选举宋金松先生、王洪先生和唐学锋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唐学锋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平东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总裁简历请参阅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2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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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下午18：00在重庆

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10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8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监事；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召开本次会议，并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其中监事胡继东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其余监事出席现场会议。

会议由胡继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全体监事选举监事胡继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届满止。

监事会主席简历请参阅公司2018年5月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3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总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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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时，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同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聘任

公司总裁的议案》；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宋金松先生、袁平东先生、范晶先生、孙建先生、易崇勤女士和毛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郝颖先生、王洪先生和唐学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宋金松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

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

胡继东先生、郝林先生、徐伟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郑晓东先生、游菊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胡继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

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平东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袁平东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