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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１８日９时整在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议案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通过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为３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为３
人。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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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陆凤光女士主持。 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因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行
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两名，职工代表监
事一名，经本次监事会审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
（
１） 提名冯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２） 提名段四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述人员将与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备查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１、《
２、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附：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冯萍女士，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生，２００６年７月毕业于南开大学，
２０１７年７月毕业于山东大学。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公司副经理，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客服
中心副经理，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
理、 促销管理部经理，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滇南
分部副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区分部副
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９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公司行政总监，２０１３
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裁助理，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监审中心总监。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冯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冯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
公司法》等相关
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备胜任公司监事的能力，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段四堂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出生，２００５年７月毕业于中国药科
大学，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毕业于云南大学，２０１０年１月清华大学ＥＭＢＡ研究生结业。 ２０００年８月至２００１
年９月任个旧市制药厂储备干部和配料员，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
验收组主管／子公司质量部经理兼物流经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
司标准化管理部经理，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川渝大区行
政总监兼重庆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任滇南分部副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１月至今
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段四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段四堂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
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备胜任公司监事的能力，符合《
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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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１８日１０时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通过邮件及书面形式发
出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为９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为９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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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阮鸿献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推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行
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提名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阮鸿献先生回避表决，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２）提名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刘琼女士回避表决，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３）提名徐科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徐科一先生回避表决，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４）提名阮国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５）提名郭春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郭春丽女士回避表决，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６）提名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上述被提名人（
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分别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 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１９年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进行
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提名杨先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２）提名龙小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３）提名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不存在在公司连续任职超过六年的情形。 其中独立董事侯选人任职
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次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１９年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
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备查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２、《
３、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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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
日以邮件、传真和电话等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１８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７名，实到董事７名。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重庆设计谷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的
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重庆设计谷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６）。
二、审议通过《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表决情况：赞成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７）。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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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重庆设计谷
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重庆设计谷科技有限
公司１００％股权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交易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提质增效，公司计划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附：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阮鸿献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年６月出生，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从业药师职称。 １９８７年６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部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经
理，鸿翔中西大药房法定代表人。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经理。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年６月
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任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阮鸿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１８０，９２１，０９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７％，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２０１７年１月２日， 刘琼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先生友好协
商，已办理离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阮鸿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琼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年６月出生，云南大学ＭＢＡ研修班结业，从
业药师职称。 １９８７年６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财务经
理，鸿翔中西大药房经理。 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监事，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
药业有限公司采购副总裁，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监事，２００５年１月至今任昆明圣爱中医馆董
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刘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９３，９６４，１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５５％；２０１７年１月２日，刘琼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先生友好协商，已办理离婚手续，
解除婚姻关系；刘琼女士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查询，刘琼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徐科一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出生，１９９３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７年６月参加工作，华南工学院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
职称。 现任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大南药板块副总监，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总
经理，广西盈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广州白云山和黄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阳白
云山和黄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 １９８７年７月至１９８８年６月，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品质部质检
员；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实验分厂技术员；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２
月任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经营部业务员，１９９０年０１月至１９９１年０５月任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业
务员，１９９１年０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０８月任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销售科科长，１９９５年０８月至２０００年０６
月任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经营部副部长，２０００年０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０５月任广州白云山中药厂经营
部业务员，２００５年０５月至２００６年０９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经营部业务员，
２００６年０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外联室副经理，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功能食品部副经理，２００８年０１
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功能食品中心销售一部经理，２００９年０１
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兼市场管理中心经理、督
察部副经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０７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兼市
场部副经理、 销售部两湖营销中心经理，２０１０年０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０９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兼市场部副经理，２０１０年０９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兼经营部经理、 市场部副经理，２０１１年０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０９月任广州白云山
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营销商务总监，２０１１年０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
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０１月月至２０１３年０４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第
一副总经理，２０１２年月至今任南阳白云山和黄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州白云山和黄大健康
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０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执行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０１月至今任广西盈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今
任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大南药副总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今任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２０１４年月至今任广州白云山和黄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５月至今任一心堂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徐科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徐科一先生任职于公司持股５％以
上股东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查询，徐科一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阮国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７年８月出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５
月２７日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医药工商领袖研修班。 ２０００年３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任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员，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店长、 区域经理，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拓展部经理、
门店管理部经理，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大区总经理。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阮国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阮国伟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春丽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２年２月出生，２００７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市场
夜大专科），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
营销与电子商务专业 （
的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项目。 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年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麻园店店长。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西路一店
店经理。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门店管理部副经理。 ２００６年
７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化管理部副经理。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一心堂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滇东南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助理。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今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郭春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郭春丽女士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出生，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１年昆明医学院药
学专业本科毕业。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在云南植物药业担任华北区销售经理，先后从事了生产、
ＱＡ、ＧＭＰ认证、华北区销售等工作。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在惠州九惠药业担任全国商务经理。２００７
年至２０１８年，在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新特药营销中心商务经理、产品开发部经
理、采购副总监兼任云南鸿云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在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商采总监，负责商品、采购、处方药、质量管理等事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张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张勇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先明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１９５３年２月出生。 １９８２年至今在云
南大学工作，现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经济学会会长，云南省金融发展专
家委员会专家，云南省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杨先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
不存在《
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杨先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龙小海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１９６６年８月出生。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０年
任云南省财政厅会计处综合科科长、 制度科科长，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任借调昆明新机场建设指
挥部财务部部长 副总会计师，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６年任昆明市财政局总会计师、副局长，２０１６年７月
至今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会计系教授。
龙小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
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龙小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本人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培训
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陈旭东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生，学士，１９９０年至今在云南财
经大学工作， 现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２００５年至今任云南财经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副
主任（
司法会计鉴定人），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云南省司法鉴定人协会会员。
陈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５％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
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陈旭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所持全资子公司重庆设计谷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重庆设计谷”）１００％股权，
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方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未确定，故目前无法判断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尚未确定具体受
让方，交易是否完成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重庆设计谷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洋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万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鑫源大道１１１号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
不含发动机）、家用电器及电
子产品；销售；五金交电。
股东：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元）
项目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６，５４９，５０７．２３

８６，１４２，４６９．９２

负债总额

５９，３０４，７９１．９９

３９，８８９，２７７．５４

应收账款

７，９２６，１２８．２３

３０，１００，１２０．５５

净资产

４７，２４４，７１５．２４

４６，２５３，１９２．３８

项目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营业收入

２９，３４０，５４１．１７

４９，８５２，１４７．２３

营业利润

５５１，８４２．８６

－１，７７２，６６３．５１

净利润

９９１，５２２．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２，１４２，８９４．３９
流量净额

－２，００３，２６５．４６
－９，７５９，５１１．７０

本次拟挂牌转让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重庆设计谷１００％的股权。 挂牌转让
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
转让进展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重庆华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本次拟出售的股权
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重华信评报【
２０１９】第１２４号）。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９ 年 ９月 ３０日，上述股权评估值为４，６２５．８９万元。鉴于上述评估结果，公司拟
以评估值为依据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上述股权。
五、 出售资产对公司影响
本次出售重庆设计谷股权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战略区域布局， 整合优势资
源发展主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出售股权事项完成后，
重庆设计谷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７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70号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公
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
张伟先生
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并表决，同意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见附件）， 张伟先生将与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其任职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职工代表监事
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任期三年（
日，次日起三年）。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附：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年７月生，１９９４年７月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
２０１７年７月毕业于山东大学。 １９９４年７月 ２０日至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１日任昆明市药材公司员工、主管，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２ 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２００５年１ 月 １日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质量总监。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张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张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
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备胜任公司监事的能力，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７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71号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
３）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或传真
方式须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１７：３０前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云南省昆明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１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邮编：６５０５００，信函请注明“
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星期二：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７：３０）。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
３、登记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俊、李正红、肖冬磊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８２１７３９０
联系传真：０８７１－６８１８５２８３
联系邮箱：１１９２３７３４６７＠ｑｑ．ｃｏｍ
联系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１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６５０５００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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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１。
六、其他事项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２、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３、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
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１、《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３、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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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投票”。
１、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７２７”，投票简称为“
２、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１）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议案为累积投票提案，未设置总议案。
（
２）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
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
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
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０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Ａ投Ｘ１票

Ｘ１票

对候选人Ｂ投Ｘ２票

Ｘ２票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决议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下午１４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
星期三）下午１４点；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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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１５：００的
任意时间。
５、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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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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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
３）根据《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
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
结果为准。
星期四）
６、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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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１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１．１关于推选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２关于推选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３关于推选徐科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关于推选阮国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５关于推选郭春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６关于推选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２．《
２．１关于推选杨先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２关于推选龙小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３关于推选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３．《
３．１关于推选冯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２关于推选段四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注：上述议案１－３已经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上述议案中的议案１－３涉及公司董事、监事选举事项，股东投票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
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
可以投出零票），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信息披露业务中
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披露要点，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
公开披露。
其中：议案１－３为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的审议事项。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

备注
提案
编码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０１

关于推选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
６）人
√

１．０２

关于推选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３

关于推选徐科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４

关于推选阮国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５

关于推选郭春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６

关于推选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００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０１

关于推选杨先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０２

关于推选龙小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０３

关于推选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００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０１

关于推选冯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３．０２

关于推选段四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

√
应选人数（
３）人

√
应选人数（
２）人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会议登记方式：
（
１）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
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
登记手续。 股东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的，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登
记手续时，除须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书复印件（
加盖公章）。
（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
２）
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１．００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０１

关于推选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
人的议案

１．０２

关于推选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的议案

１．０３

关于推选徐科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
人的议案

１．０４

关于推选阮国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
人的议案

１．０５

关于推选郭春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
人的议案

１．０６

关于推选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的议案

２．００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０１

关于推选杨先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的议案

２．０２

关于推选龙小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的议案

２．０３

关于推选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的议案

应选人数（
６）人

应选人数（
３）人

３．００

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０１

关于推选冯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
选人的议案

３．０２

关于推选段四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
２）人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说明：
１、上述议案１－议案３中，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

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如表一提案１，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６位）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６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６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如表一提案１，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３位）
② 选举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３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３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如表一提案１０，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２位）
③ 选举监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２
股东可以在２ 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２位。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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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３：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３：００。
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
２０１６年）》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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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先生／女士）对以下表决事项按照
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人／单位授权
如下委托意愿进行表决，并授权其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
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第１－３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提案名称

…

合计

备注
提案编码

B6

效；
弃权”；
２、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
３、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４、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上述议案中的议案１－３涉及公司董事、监事选举事项，股东投票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
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可以投出零票），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６、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附件３：
参 会 回 执
致：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本公司）拟亲自／委托代理人出席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下
午１４点举行的２０１９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法人营业执照复
１、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前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印件）、委托他人出席的须填写《
授权委托书》及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参会回执传回公
司；
２、参会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出售全资子公司重庆设计谷１００％股权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规划及业务布局需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集中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合理的投
资回报。 本次出售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同时聘请专业的审计评估机构，以评
估值为定价依据，保障交易价格公允及交易公平公正公开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本事项实施。
七、 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通橡塑有限公司持有其２５％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２０

本次拟挂牌转让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合肥江淮毅昌４０％的股权。 挂牌转
让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
转让进展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安徽金泉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拟转让的股权价值进行
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金泉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１００８号）。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９ 年
９月３０日，该股权评估值为 ４２６２．５６万元。 鉴于上述评估结果，公司拟以评估值为
依据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上述股权。
五、 出售资产对公司影响
本次出售合肥江淮毅昌股权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战略区域布局， 整合优势
资源发展主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出售股权事项完成
后，合肥江淮毅昌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出售参股公司合肥江淮毅昌股权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
业务布局需要，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集中资金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合理的投资回
报。 本次出售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同时聘请专业的审计评估机构，以评估值
为定价依据，保障交易价格公允及交易公平公正公开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本事项实施。
七、 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证券简称：*ＳＴ毅昌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7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合肥江淮毅昌
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交易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提质增效，公司计划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所持参股公司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江淮毅昌”）４０％
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方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未确定，故目前无法判断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尚未确定具体受
让方，交易是否完成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万
注册地址：长丰县岗集镇合淮公路东侧
经营范围：汽车注塑件、涂装件研发、加工、销售；汽车零配件（
除发动机）销
售。
股东：公司持有其４０％股权，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３５％股权，合肥星

单位（
元）
项目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１７６，０２３，７５０．２４

１８６，２７１，７９５．５１

负债总额

７５，２５４，４７８．０８

８２，１００，３５７．９７

应收账款

３８，５４６，８８１．３１

３９，６８７，０８３．８５

净资产

１００，７６９，２７２．１６

１０４，１７１，４３７．５４

项目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营业收入

７８，２５８，２２９．０９

１９９，５０１，５３７．６５

营业利润

－３，４２８，６２８．３４

－８０，９１０．２５

净利润

－３，４４３，３７９．３７

１，１２１．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２０９，９６６．２６

３，３４６，２４１．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