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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5月15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2018年5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

参会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转让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追认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副董事长任荣波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对转让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的公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此议案须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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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转让

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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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海南海药” ）持有海南寰太生物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寰太” ）52%的股权，海南寰太为公司的并表公司。

海南寰太持有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赛乐敏” ）24.998%的股权。2017年7月20

日，海南寰太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赛乐敏” ）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将所持有的的海南赛乐敏全部24.998%股权以6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深圳赛乐敏。现拟对上述转让海

南赛乐敏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

（二）关联关系

海南赛乐敏为深圳赛乐敏全资子公司，深圳赛乐敏为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抗体” ）

全资子公司，中国抗体为海南海药参股公司，公司因管理需要向中国抗体委派了董事，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

生、副董事长任荣波先生均担任中国抗体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10.1.3及10.1.5条，以上任职关系使深圳赛乐敏、海南赛乐敏均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董事长刘

悉承先生、副董事长任荣波先生为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应当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5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转让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的议案》。董事长刘悉承先生、副董

事长任荣波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余7名非关联董事均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四）本次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上述

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瑞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8671348X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十号深圳生物孵化基地1#楼301室

成立时间：2010年8月10日

注册资本：100万香港元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的研究开发及有关的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中国抗体持有深圳赛乐敏100%股权。

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714,708.09 41,023,102.88

负债总额

184,421,482.85 42,931,873.4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0,706,774.76 -1,908,770.58

负债率

106% 105%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6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8,798,004.18 2,330,027.74

净利润

-8,798,004.18 2,330,027.7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 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瑞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90524982R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药工业园研发楼东侧1-2楼

成立时间：2014年2月8日

增资前注册资本：133.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物制品的研究开发及有关的技术咨询。

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转让前

深圳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5.002%

海南寰太生物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98%

合计

100%

转让后

深圳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635,802.86 65,153,506.21

负债总额

32,699,238.13 10,060,378.5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5,936,564.73 55,093,127.67

负债率

67.23% 15.44%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6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2,276,699.03

利润总额

-39,156,562.94 6,975,254.24

净利润

-39,156,562.94 6,975,254.24

四、股权转让协议内容

甲方（转让方）：海南寰太生物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乙方（受让方）：深圳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转让条件和价款支付

（1）根据本协议条款，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海南赛乐敏的24.998%股权作价6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

受让方同意购买该全部股权。

（2）各方承认并同意次转让价格为受让方在本协议项下应向转让方支付的唯一价格，受让方及其任何

关联企业就本股权转让不承担任何将来的或额外的支付义务。

（3）价款支付

受让方自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上述转让价格即人民币6000万元，在本

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完成后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4） 转让方及受让方应依据相关法律各自承担本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各方应承担的税收及其他政府缴

费义务。

2、陈述和保证

（1）转让方的承诺和保证

a.转让方合法拥有本协议项下拟转让的股权，且保证其将在本协议签订后积极配合受让方办理股权转

让的审批及登记手续；

b.其本协议项下拟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利限制；

c.其没有与本协议内容相关的或影响其签署或履行本协议的任何未决的或就其所知而言可能发生的诉

讼、仲裁、法律的或行政的或其它的程序或政府调查；

d.在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已尽到向其他股东通知该转让事宜的义务，且任何其他股东同意或已放弃对

本协议项下拟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受让方的承诺和保证

a.乙方是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及存续的公司；

b.乙方拥有足够的资产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且对于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行为已取得公司权利机

关及相关表决机构的表决同意；

c.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构成合法、有效并依据本协议条款对受让方具有约束力及强制力。

3、协议完成日

（1）依据本协议条款，股权转让的完成日应为审批机关批准该股权转让并在登记管理机关完成变更登

记的日期。

（2）本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应自本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全部完成。

五、定价依据

以市场公允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六、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深圳赛乐敏持有海南赛乐敏100%的股权，海南寰太不再持有海南赛乐敏的股权。

本项交易海南寰太获取处置收益11,750,289.82元。 对海南赛乐敏股权转让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 增强现金

流。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此次交易主要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增强

现金流。本次股权转让已全部完成，交易对方深圳赛乐敏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本次交易不存在损

害中小投资者的情形。同意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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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南海药” ）持有参股公司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抗体” ）31.01%股权，本次公司拟以每一股276.44元人民币转让中国抗体已发行的361,745股普

通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股权占比10%，价款总额为100,000,787.80元人民币，受让方拟为松乐生物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国抗体21.01%股权。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和办理相关

转让手续。

2018年5月17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中国

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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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松乐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10万元

（三）法定代表人：章琼艳

（四）成立时间：2018年4月18日

（五）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路2123号三楼西南区

（六）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实验室设

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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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股权结构：章琼艳持股99%，王芸持股1%。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英文名：SinoMab� Bioscience� Limited）

（二）成立时间：2001年4月27日

（三）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区谢斐道90号豫港大厦22层 （22nd� Floor, � Henan� Building, � No.90�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四）经营范围：生物医药（BIOMEDICAL� BUSINESS）。

（五）股权结构：海南海药持股31.01%，其他机构持股65.03%，自然人股东持股3.96%。

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转让前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1,121,946 31.01%

Forbest Capit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997,382 27.57%

Skytech Technology Limited 625,968 17.30%

Apricot Oversea Holdings Limited 541,583 14.97%

Billion Glo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c. 187,442 5.18%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3,124 3.96%

合计

3,617,445 100%

转让后

Forbest Capit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997,382 27.57%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760,201 21.01%

Skytech Technology Limited 625,968 17.30%

Apricot Oversea Holdings Limited 541,583 14.97%

松乐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61,745 10.00%

Billion Glo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c. 187,442 5.18%

其他自然人股东

143,124 3.96%

合计

3,617,445 100%

（六）中国抗体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85.17 8,344.70

负债总额

18,738.80 2,661.3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6,053.63 5,683.38

负债率

147.72% 31.89%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6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5,720.66 -183.73

净利润

-5,720.66 -183.73

（七）历史沿革

2013年1月28日，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Good� Catch�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的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250,564股普通股和Creato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的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871,382股A轮优先股， 每股收

购价格为8.8245美元，总收购金额为9,900,612美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国抗体40%股权。2015年10月8

日，海南海药持有的中国抗体871,382股A轮优先股转为普通股。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松乐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一）转让价格及支付

1、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向乙方出售其持有的中国抗体已发行的361,745股普通股(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 )，且乙方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收购标的股份。

2、双方同意，中国抗体总估值为100,000万元人民币，按中国抗体现今已发行股份总数（包括各类别股

份）为3,617,445股计算，每一已发行股份（无论是何类别）的估值约为276.44元人民币。

3、乙方同意以每一股276.44元人民币向甲方收购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收购价款总额应为100,000,787.80

元人民币（大写：壹亿零柒百捌拾柒元捌角人民币，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

4、乙方应按照以下步骤支付转让价款：

于本协议签署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20,0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人民币，以

下简称“首笔款” ）；以及

（1）于中国抗体就本次股权转让在香港公司登记机关完成登记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

余80,000,787.80元人民币（大写：捌仟万零柒百捌拾柒元捌角人民币，以下简称“第二笔款” ）。

（2）乙方应当以人民币向甲方支付第2.2条所列的全部转让价款，并将转让价款存入甲方指定的于中国

境内设立的人民币账户。

5、乙方应当以人民币向甲方支付第2条所列的全部转让价款，并将转让价款存入甲方指定的于中国境

内设立的人民币账户。

6、双方同意股份收购交易将于2018年6月30日进行交割。经双方书面同意，交割日可以提前或延后。

（二）先决条件及交割

1、本合同项下完成股份收购交易之先决条件

（1）中国抗体全部其他现任股东已出具书面声明，确认放弃其各自对本合同项下甲方拟转让的股份按

中国抗体公司章程及现行有效的历次投资协议、股东协议或类似协议而享有之优先购买权及其他现任优先

股股东享有之共同出售权；

（2）中国抗体全部其他现任股东已出具书面声明，确认其认可乙方或其指定的持股公司在本次股份收

购交易完成将完整的享有作为标的股份的股东而享有的各项股东权利，并有权完全独立决定在本次股份收

购交易完成后的任何乙方认为合适的时机，将标的股份从普通股变更为优先股，中国抗体全部其他现任股

东将为此提供必要的协助；

（3）中国抗体董事会以及股东会通过批准本次股份收购交易的决议；

（4）甲方已取得签署本合同及出售本合同项下中国抗体股份所需的所有批复、同意及备案（包括但不

限于政府部门、证券监管机构、其他第三方、甲方董事会及股东会之批复、同意、决议及备案）；

（5）截至交割日，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股份收购交易的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次股份收购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

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6）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交割日，甲方在本合同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持续保持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并

且履行了交易文件规定的应于交割日或之前履行的承诺事项，没有任何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

（7）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中国抗体的资产、财务结构、负债、技术、盈利前

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它情况；

（8）乙方已取得其投资决策机构对于本次交易的批准。

2、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在交割日前完成上述第3.1条所约定的先决条件。

3、双方同意本合同项下股份收购交易将于2018年6月30日（以下简称“交割日” ）进行交割。经双方书

面同意，交割日可以提前或延后。

4、于交割日，在双方执行交易时：

（1） 甲方应将其签署完成之有关标的股份的转让文书 (Instrument� of� Transfer) � 及卖方单据 (Sold�

Note)�交付乙方；

（2）甲方应将其名下的标的股份之股份凭证交付中国抗体注销并核发新的股票给乙方；

（3）甲方应将全部其他现任股东所出具的内容符合本合同第3.1条第(1)项和第(2)项约定的声明函交付

给乙方；

（4）甲方应将一份中国抗体董事会准本合同项下的股份转让之董事会决议复印件交付乙方；

（5）甲方应将签署本合同及出售本合同项下中国抗体股份所需的所有批复、同意及备案（包括但不限

于政府部门、证券监管机构、其他第三方、董事会及股东会之批复、同意及备案）的复印件交付乙方；

（6） 甲方应将其作为股份转让方根据本合同第5.2条就转让标的股份应承担的香港印花税之税款交付

给中国抗体；

（7） 乙方应将其作为股份受让方根据本合同第5.2条就受让标的股份应承担的香港印花税之税款交付

给中国抗体；

（8） 乙方应将签署完成的有关标的股份的转让文书 (Instrument� of� Transfer) �及买方单据 (Bought�

Note)�并交付给中国抗体，由中国抗体办理交纳香港印花税的手续及将乙方或乙方指定的持股公司的名称

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登记成为标的股份的新股东。

（三）费用及税费负担

1、除合同双方另有约定外，交易所涉的费用由合同双方各自承担。

2、合同双方应各自承担有关股份转让引起的税费，其中根据香港法例应缴纳的印花税由有关股份的转

让方及受让方各自承担一半；如因一方过失引起罚款，罚款由过失一方负责承担。

（四）违约责任

如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经济损失的， 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就其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

合理可预期利益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进行赔偿。若该等违约行为系因双方过错所致，

则双方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除本协议约定情况外，双方同意，如乙方逾期支付本协议项下任何一笔股权转让款，则甲方有权按照每

日万分之二的逾期利率向乙方主张逾期支付利息。

（五）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必须经合同双方共同签订书面协议才能生效。生效的修改应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

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定价依据

中国抗体在中国取得了治疗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批文，

其中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系统性红斑狼疮二期临床试验阶段，类风湿性关节炎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因此

双方协商确定中国抗体的估值。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国抗体的股权比例下降至21.01%，本次交易预计公司获取处置收益

9379.59万元，将会对2018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中国抗体的部分股权转让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水平，盘活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优化资产结构，增强现金流。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中国抗体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18-081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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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经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将于2018年5月28日

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相关内容详见2018年4月24日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018年5月1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同正” ）《关

于提请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南方同正从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的

角度考虑，提议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详见公司2018年5月

19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截止公告日，南方同正持有公司股份372,355,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87%，南方同正具有临时提案的

资格，且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

提案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外，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发出的《关于召

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中列明的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

更，现对该通知进行补充更新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4月20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28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27日-2018年5月28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交易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15:00—2018年5月28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2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18年5月21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8、审议《关于与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向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追认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拟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14、审议《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15、听取《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24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刊载的相关公告。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对持股5%以下（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

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如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6.00

《关于聘请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与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9.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为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

11.00

《关于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向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3.00

《关于拟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

14.00

《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登记时间：2018年5月22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98)68653568

传真号码：(0898)68656780

联系人：王小素、钟晓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具体投票方式详见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授

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七、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0566” ，投票简称为“海药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

为2018年5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2018年5月28日召开的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6.00

《关于聘请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与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

9.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为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11.00

《关于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向重庆亚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的议

案》

√

1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3.00

《关于拟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

14.00

《关于出售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表决意见的“同意” 、“反对” 、“弃权” 相应框中打“√” 为准，每项

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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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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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1388号2楼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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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4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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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7.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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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翟金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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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廖建宁因故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祥因故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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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70,240 98.3834 1,682,078 1.0685 862,600 0.5481

2、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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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82,400 98.3948 1,682,078 1.0685 844,600 0.5367

3、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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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88,240 98.3948 1,682,078 1.0685 844,600 0.5367

4、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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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70,240 98.3834 1,682,078 1.0685 862,600 0.548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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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88,240 98.3948 1,682,078 1.0685 844,600 0.5367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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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88,687 97.9504 1,931,631 1.2270 1,294,600 0.8226

7、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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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242 71.9616 1,933,431 28.038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9,05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

东

11,461,3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

东

4,350,995 63.0974 1,682,078 24.3932 862,600 12.5094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505,900 47.6931 536,839 50.6099 18,000 1.697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845,095 65.8978 1,145,239 19.6272 844,600 14.475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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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

15,812,322 86.1378 1,682,078 9.1631 862,600 4.6991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5,130,769 82.4250 1,931,631 10.5225 1,294,600 7.0525

7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议案

4,962,242 71.9616 1,933,431 28.038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关联股东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大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桑日百

汇兴投资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50,519,245股，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上述第7项议案-《关于签署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郭蓓蓓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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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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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18年4月12日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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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的要

求，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 十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三）环境信息情

况"补充披露如下：

1.� �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及子公司潍坊先达主要从事农药原药研发、 生产及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被滨州市环保局列为

2017年市级重点排污单位。

公司及潍坊先达一直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工作， 对其厂区内三废、 噪声等均采取了有效的综合治理措

施，均取得了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颁发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定公司及潍坊先达建立的

环境管理体系符合GB/T24001-2016/ISO14001:2015标准，各项排污许可证照齐全。报告期内公司和潍坊先

达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正常，废水、废气均达标排放，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1、排污信息

1.1公司排污信息

（1）公司废水的排放信息：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名称：COD，氨氮（NH3-N），总氮（以N计）。

排放方式：公司废水经分类收集处理后，进入公司污水处理站，经"厌氧UASB+活性污泥+接触氧化"生

化处理后达标排入污水处理厂。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本公司设有1个废水总排口， 位于经度 118°9′43.06″， 纬度 37°7′

59.23″。

排放浓度和总量：2017�年公司废水总排量 7.04�万吨，氨氮排放总量 0.61吨/年，排放浓度：8.6mg/l� ；

COD�排放总量20.2�吨/年，排放浓度，287mg/l� 。 未超过排污许可证上的总量要求。

废水排放执行的排放标准：公司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排放标准

以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

核定的排放总量： COD：36�吨/年、氨氮：3.24�吨/年、总氮5.04吨/年。

（2）公司废气的排放信息：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名称：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氨（氨气），臭气浓度，硫酸雾，颗粒物，氯化

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噁英类，甲醇，甲苯，乙酸，硫化氢。

排放方式：不同的废气经低温冷凝、吸收塔、活性炭纤维吸附床、RTO蓄热焚烧炉等环保设施处理后有

组织达标排放。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本公司设有7个大气排放口，位于经度 118°9′，纬度 37°8′。

主要污染物及排放标准：挥发性有机物120mg/m

3

、臭气浓度2000、氨4.9kg/h、硫酸雾45mg/m

3

、氯化氢

100� mg/m

3

、二氧化硫200� mg/m

3

、氮氧化物240� mg/m

3

、颗粒物30� mg/m

3

、甲醇190� mg/m

3

、甲苯40� mg/m

3

、

二噁英类0.5� ng-TEQ/m

3

。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01（RTO参照），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核定的排放总量： 颗粒物：0.87� 吨/年、二氧化硫：5.80� 吨/年、氮氧化物6.96吨/年、挥发性有机物：

13.86吨/年。

1.2、潍坊先达排污信息

（1）废水的排放信息：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名称：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及其它特征污染物。

排放方式：潍坊先达废水经分类收集处理后，经潍坊先达污水处理站"厌氧+好氧、IC+SBR"等生化处

理后达标排入污水处理厂。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潍坊先达设有1个废水总排口，位于经度 119°4′，纬度 37°7′。

废水排放执行的排放标准：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潍坊崇杰水

处理有限公司接管标准》。

核定的排放浓度与总量：主要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COD2000mg/L、氨氮100� mg/L；主要废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COD� 145.19t/a、氨氮7.2595t/a。

（2）废气的排放信息：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名称：颗粒物、SO2、NOx、VOCs、其他特征污染物（乙醇、甲苯、颗粒物、二氯

甲烷、一氧化碳、氟化氢、苯、甲醛、甲醇、1,2-二氯乙烷、氯化氢、硫化氢、氨（氨气）、臭气浓度、二噁英类。

排放方式：不同的废气经低温冷凝、吸收塔、活性炭纤维吸附床、RTO蓄热焚烧炉等环保设施处理后有

组织达标排放。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大气主要排放口9个、大气一般排放口3个，位于经度 119°4′，纬度 37°

7′。

主要污染物及排放标准：挥发性有机物120mg/m3、臭气浓度2000、氨4.9kg/h、硫酸雾45mg/m3、氯化氢

100� mg/m3、 二氧化硫200� mg/m3、 氮氧化物240� mg/m3、 颗粒物30� mg/m3、 甲醇190� mg/m3、 甲苯40�

mg/m3、二噁英类0.5� ng-TEQ/m3。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7/2376-2013、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核定的排放浓度与总量： 主要气体污染物排放浓度： 颗粒物10mg/Nm3、SO2� 50mg/Nm3、NOx�

100mg/Nm3、VOCs� 120mg/Nm3；主要气体污染物排放总量：颗粒物4.274t/a、SO2� 26.64t/a、NOx� 41.12t/a、

VOCs� 25.668t/a。

2、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2.1、公司环保设施主要有：①针对废气处理的设施：低温冷冻机、活性炭吸附床、布袋除尘器、尾气吸收

塔、冷凝器、RTO蓄热焚烧炉等；②针对废水处理的设施：精馏塔、MVR机械蒸发、三效蒸发、污水处理站

等。 2017�年公司还完成了厂界特征污染物在线监测平台的搭建，实现了厂区内生产环境改善的动态管理。

2.2、潍坊先达环保设施主要有：①针对废气处理的设施：水吸收塔、液碱吸收塔、活性炭吸附器、冷凝

器、低温等离子、急冷塔、洗涤塔、布袋除尘、RTO蓄热氧化炉等；②针对废水处理的设施：精馏塔、三效蒸

发、四效蒸发、MVR、厌氧+好氧、IC+SBR生化处理站等；③针对废渣处理的设施：焚烧炉等。

其他各生产装置也都按照环评文件或批复文件要求配套建设了污染治理设施，2017� 年全部稳定运

行，实现环保治理设施安全环保零事故。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潍坊先达1,500吨异噁草松项目于2017年12月通过专家

和相关人员组成的评审组自主环境竣工验收。 2018年1月2日，该项目通过潍坊市环保局关于固废和噪声污

染防治验收。

公司及潍坊先达均按要求取得了排污许可证， 公司持有滨州市环保局核发的《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700007433656097001P），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潍坊先达持有潍坊市环保局核发的《排污许

可证》（编号：91370700789293364L001P）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0日。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1公司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结合自身重要环境影响因素制订了环境污染事件应

急救援预案，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要求，公司配备了相应的应急资源，每年组织定

期进行环保防治预案的制定和演练。

4.2潍坊先达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要求，组织潍坊市相关环保专家对应急预案

进行了评审，并在潍坊市环保局滨海分局进行了备案，并按照预案要求及时开展应急演练。

5、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5.1公司依据排污许可证的要求制定了年度环境监测计划， 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单位定期对废水、废

气、噪声等指标进行取样检测，委托LDAR（泄露检测与修复）检测单位对泄露点VOC挥发检测，并按要求

在公司网站及时发布。 公司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的技术方法的要求对公司废水总排口

COD和氨氮等排放因子每天进行检测。

5.2潍坊先达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农药制造工业》（HJ862-2017）要求制定了企业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对排放污染物的监测指标、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方法、执行排放标准及标准限值

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在山东省污染源监测信息共享系统网站上进行了信息公开。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适用 √不适用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上述补充不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影响。 公司将于同日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