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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0年02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 2020年02月21日以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因公司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授

信，并同意办理具体信用业务。授信的本金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或外汇折合人民币）20,

000万元，期限壹年，授信品种为综合授信额度。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划转资产的议

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将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眉山分公

司所运营的资产及其相关的债权、 债务及劳动力以2020年02月2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净值28,

464.38万元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海思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

药有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其拥有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三湘大道17号的土地及房产为抵押物，

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授信，并办理具体信用业务，授信本金额度人民币15,000万元，期限

壹年。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担保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同时公司

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相关风险可控。该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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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对全资孙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资产划转概述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0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划转

资产的议案》，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海思科” ）拟将四川海思科制药有

限公司眉山分公司（以下简称 “眉山分公司” ）所运营的资产及其相关的债权、债务及劳动

力以2020年02月2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净值28,464.38万元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海思科制药（眉

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海思科” )。资产划转期间发生的资产变动，也包括在划转标的范

围之内，拟划转的标的资产运营正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等情形。

本次资产划转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资产划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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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资产划转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752848696P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百利路136号

5、法定代表人：张海军

6、注册资本：壹拾叁亿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3年09月29日

8、营业期限：2003年09月29日至2033年09月28日

9、经营范围：药品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原

料药、药用辅料、软膏剂（含激素类）、乳膏剂（含激素类）、喷雾剂（激素类）；销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

10、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四川海思科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12月31(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7,334.04 135,635.24

负债总额 4,944.97 15,888.83

净资产 122,389.07 119,746.41

营业收入 21,451.18 15,119.05

营业利润 3,710.35 1,374.97

净利润 6,873.95 42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2.25 20,660.17

（二）划出方分支机构：

1、公司名称：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071429891G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营业场所：眉山经济开发区东区

5、负责人：冯卫

6、成立日期：2013年05月16日

7、经营范围：药品研发；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生产：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膏剂（含

激素类）、乳膏剂（含激素类）、喷雾剂（激素类）、原料药、药用辅料。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12月31（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837.29 37,172.22

负债总额 31,864.28 41,633.51

净资产 -5,027.00 -4,461.28

营业收入 5,828.12 7,268.65

营业利润 -525.46 565.11

净利润 -533.57 565.71

（三）资产划转方式：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拟将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所运营的资产与其

相关的债权、 债务及劳动力以2020年02月2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净值28,464.38万元划转给其全

资子公司海思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资产划转期间发生的资产变动，也包括在划转标的范

围之内。

1、拟划转的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明细 单位 数量 账面净值 说明

资产

房屋建筑物 项 31 16,986.99 含车间、科研楼、生活区、附属工程等

土地使用权 项 1 1,638.21 权证号：川(201B)东坡区不动产权第0002149号

专有技术 项 2 98.80 专有技术

在建项目 项 3 152.49 设备及5楼改造、原料药车间改造

机器设备 批 1 5,327.75

运输车辆 辆 4 16.72

存货 批 1 1,650.30

其他资产 批 1 2,610.21

债权 批 1 751.36 预付及其他应收类

资产小计 29,232.83

负债

供应商往来 批 1 432.26

其他应收类 批 1 176.18

其他债权 批 1 160.01

负债小计 768.45

净资产 28,464.38 资产小计-负债小计

2、劳动力关系转移

本次被划转资产运营员工的劳动力关系将由海思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接收。

（四）划入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思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MA6AXG1C5Y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冯卫

6、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4日

7、营业期限：2019年11月14日至长期

8、注册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经济开发区东区顺江大道南段53号

9、经营范围：药品研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原料药、

药用辅料、软膏剂（含激素类）、乳膏剂（含激素类）、喷雾剂（激素类）。

10、股权结构：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持有海思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指标:无（该公司于2019年11月成立，暂未开展经营活动）

三、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划出方)：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乙方(甲方之分公司、划出方执行机构)：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

丙方(甲方之全资子公司、划入方)：海思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

2、划转标的：

本次划转标的为甲方所属分支机构乙方所运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债权、负债、劳动力，自

划转基准日至划转完成日期间，甲方及其分支机构乙方因正常经营运作而取得的收入、孳息、

发生的费用和相关债权、债务及其他导致原划转标的发生的任何变更，也包括在划转标的范

围之内。

3、划转方式：

本次划转， 丙方不需为取得划转标的而向甲方或其分支机构乙方支付任何非股权对价。

甲方按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处理，乙方按冲减与甲方分账核算而形成的往来处理，丙方按接受

投资（包括资本公积）处理。

4、划转接收：

本协议生效日起20日内，甲方及乙方以清单形式向丙方移交资产、债权、负债、劳动力。

5、债权债务的处理：

清单中所列示的债权、债务在划转完成后由丙方(划入方)承继。若第三方在划转资产交接

后向甲方及其分支机构乙方就划转资产中负债主张权利或责任的，则由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

后10日内进行处理并承担全部款项；如丙方未能及时处理致使甲方及其分支机构乙方承担了

任何款项、损失或责任的，甲方向丙方追偿。

6、员工安排：

甲方运营本协议标的的在职员工由丙方（划入方）承继，并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

员工收入和福利待遇保持延续。

7、划转完成及协议生效条件：

丙方（划入方）对划转标的接收无误，甲、乙、丙各方均在接收确认单上共同盖章确认，协

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

四、本次资产划转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四川海思科对眉山海思科进行资产划转是基于整合公司内部资源，优化生产布局的

目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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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授信

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概述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其拥有

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三湘大道17号的土地及房产为抵押物（抵押物权证编号：①房产证书

编号“山南房权证乃东县第715000599号” ；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山乃国用（2010）第

111号” ），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授信，并办理具体信用业务，授信本金额度人民币15,000

万元，期限壹年。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8月23日；

（2）注册地点：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3）法定代表人：王俊民；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8,430万元；

（5）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

（6）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6,585.52 461,937.56

负债总额 237,153.52 241,944.24

净资产 199,432.00 219,993.32

营业收入 342,666.43 298,631.01

营业利润 32,396.34 42,718.29

净利润 31,754.16 37,414.3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担保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同时公司

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相关风险可控。该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担保事宜符合公司日常业务经

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及资产抵押担保事宜。

五、累计对外抵押及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抵押及担保额由29,500万元增加至44,5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无

逾期担保事项，详见下表：

序号 抵押担保物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比例

公告时间

及公告编号

1

以海思科置业拥有的土地及在建工

程为抵押物

29,500 14.79% 2019年8月10日；2019-116

2

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为

抵押物

15,000 7.52% 2020年2月26日；2020-012

累计担保 44,500 22.31%

备注：海思科置业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六、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金额范围内代表本公司办理该授信及抵押事宜，签署

有关合同、文件并及时向董事会汇报。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26日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

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申请授

信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担保事项进行审阅，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

解并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我们认为：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担保事宜符合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担保事

宜。

独立董事：余红兵

TENG� BING� SHENG

YAN� JONATHAN� JUN

2020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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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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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0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薛伟成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人，实际参会董事 9人,其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

议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薛伟成、薛伟斌、薛嘉琛、陶永瑛、赵丙贤、龚陟帜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唐善永、吕巍、洪伟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新一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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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项议案需提请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2020年2月26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2月26日的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董事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同意制订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薪酬标准为：

序号 职务 薪酬（万元/年、税前）

1

董事（非独立董事且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以外的其他职务）

0

2

董事（非独立董事同时在公司担任管理职

务）

根据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以及在公司担任的

职务，按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结合目

标任务的实际完成情况和绩效考核办法领

取薪酬

3 独立董事 9.6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2020年2月26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20年2月26日的《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6日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薛伟成，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1976� 年起历任江

苏通州市川港工艺绣品厂科长、南通华源绣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通罗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伟成先生是本公司创始人，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止公告日，薛伟成先生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5%的股权，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持有本公司11.35%的股份，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6.55%的

股份。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即薛伟成先生通过

伟佳国际和余江罗莱间接持有本公司127,485,8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35%，间接控制本公

司231,792,39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91%。薛伟成个人直接持有本公司2,641,039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0.32%。薛伟成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控制公司股份233,773,1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28.14%

薛伟斌，薛伟斌，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

党员，1986�年起历任南通市郊区政府多种经营管理局科员、 通州川港工艺服装厂销售科科

长、南通华源绣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罗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现任本公司

副董事长。

截止公告日，薛伟斌先生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45%的股权，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持有本公司11.35%的股份，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6.55%的

股份。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即薛伟斌先生通过

伟佳国际和余江罗莱间接持有本公司104,306,57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56%。薛伟斌个人未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薛嘉琛，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2006年起历任本公司海外

事业部经理，品牌发展事业部总监，采购中心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截止公告日,薛嘉琛先生持有本公司275，38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3%。

陶永瑛，女，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1988� 年起历任海门市人

民医院妇产科医师、南通华源绣品有限公司事务部经理、南通罗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外贸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

截止公告日,陶永瑛女士持有本公司206,2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3%。

赵丙贤，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有近二十年的投资、并购

及重组上市的经验，1997�年1�月出版的《资本运营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资本运营和

投资银行的专著，被评为1997�年中国十大畅销书。现任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截止公告日,赵丙贤先生持有北京本杰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5%的股权，北京本杰明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10%的股份，即赵丙贤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873,263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0.11%，赵丙贤先生个人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龚陟帜，女，1980年生，中国香港籍。龚陟帜女士拥有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北

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历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门、Apax� Partners�投资总监、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龚女士于2010年10月加入凯雷（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现任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亚洲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龚女士目前同时担任精锐

教育（OneSmart� Education� Group� Ltd.）以及房天下（Fang� Holdings� Limited)�两家公司董事。

截止公告日,�龚陟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之间，以及其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下：

1、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35%，为公司控股股东。薛伟成和薛伟

斌为兄弟关系，哥哥薛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份55%，

薛伟斌持有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份45%；薛伟成现任公司董事长，薛伟斌任公司副

董事长。

2、薛嘉琛为薛伟成之子，现任公司董事、总裁；陶永瑛为薛伟斌之妻，现任公司董事，薛伟

斌与陶永瑛之子薛骏腾持有公司7.78%股份。

3、除上述第1、2项所述外，其余人员之间，以及其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现

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人员,均未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3�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上述人员

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唐善永，男，1978年6月生，江苏泗阳人，中共党员，汉族，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税收学专

业。现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税务系教师，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兼职执业律师，上

海立施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伯恩世纪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唐善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

持股5%以上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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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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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吕 巍：男，中国国籍，1964年12月出生，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学

位。1989年8月一2003年3月在复旦大学工作，历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助教、讲师、主任、副教

授、 教授；2003年4月至今在交通大学工作，2003年4月至2014年10月在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副院长，工商管理系任教授、博导，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担任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

创意产业学院负责人；2006年4月至今在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任教授、博

导； 2019年5月至今兼任上海市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5至今兼任上海陆

家嘴金融开发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1至今兼任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14.12至今兼任佛山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吕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

股5%以上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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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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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洪伟力，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1992年8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经济学学

士学位,1999年8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至1992年10月上

海市政府金融储备干部计划成员,1992年10月至1995年8月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秘书等

职,1996年11月至2004年3月担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集团旗下中创证券（上海）总经理,期间

2001年担任施罗德资产管理集团（伦敦总部）公募基金专家（证监会派遣）,2004年4月至2007

年6月担任ING集团荷兰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副总经理,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担任DBS星展银

行旗下星展亚洲融资（上海）首席代表，2008年6月至2012年5月担任KTB投资集团中国区合伙

人,2013年1月至2014.2担任上海通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4年2月至2016年4月担任歌

斐资产管理合伙人，2016年4月联合创办野去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2016年11月至2018年

9月担任华人文化控股集团总裁兼首席研究官。

洪伟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

持股5%以上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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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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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于2016年12月取得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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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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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2月24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邢耀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为顺利产生新一届监事会，监事会决定推选邢耀宇、瞿庆峰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新一届监事会候选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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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表会议选举的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监事的工作任务和责任，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依

据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岗位领取薪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2月26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邢耀宇，男，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1992年起历任南通华

源绣品有限公司上海办主任、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市场部经理、南通罗莱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公关法务部总监、本公司公关法务部总监，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公告日,邢耀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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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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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瞿庆峰，男，1976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98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生产管理中

心物流管理中心总经理、公司监事。

截止公告日,瞿庆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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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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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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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营业范围

并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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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情况

1、2019年10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马伟、翟靖蓓、朱芳、彭攀、杨岸宏、叶纯根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马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1.65万股、 翟靖蓓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98万股、 朱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万股、彭攀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96万股、杨岸宏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32万股、

叶纯根持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2.2万股）共计12.7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周兵、马伟、马媛、宋文超、王天娄、杨

绚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票（刘

周兵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6万股、马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8万股、马媛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5.5万股、宋文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8万股、王天娄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6.6万股、杨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6万股）42.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于2020年1月9日办理完成。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831,163,861股减少

至830,607,261股。

二、 关于经营范围变更的情况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公司计划生产医疗防护相关产品，特增加以下经营范围：

医用口罩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

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

类医疗器械零售

三、 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版）》等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如下：

序号 原文 修订后

1 第1.06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1,163,861元。 第1.06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0,607,261元。

2

第2.02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

家用纺织品、酒店纺织品、鞋帽、日用百货、箱包、家居用品

及相关配件、装饰品、工艺品（文物除外）、婴幼儿用品（不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灯具、帐篷、家具、日用洗涤用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食品、化妆品、墙纸、电

子产品、音频视频设备、家用电器、家居产品，销售凉席、天

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刺绣工艺品、地毯、挂毯、床垫、服

装、日用化学品、玩具、照明用蜡烛和灯芯、厨具、洁具、文具

用品、微电脑枕(垫)、电热毯，研究、生产、销售新型仪表元器

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控制系统、计算机嵌入式设备软硬件，

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

第2.02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

家用纺织品、酒店纺织品、鞋帽、日用百货、箱包、家居用品

及相关配件、装饰品、工艺品（文物除外）、婴幼儿用品（不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灯具、帐篷、家具、日用洗涤用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食品、化妆品、墙纸、电

子产品、音频视频设备、家用电器、家居产品，销售凉席、天

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刺绣工艺品、地毯、挂毯、床垫、服

装、日用化学品、玩具、照明用蜡烛和灯芯、厨具、洁具、文具

用品、微电脑枕(垫)、电热毯，研究、生产、销售新型仪表元器

件、新型电子元器件、控制系统、计算机嵌入式设备软硬件，

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医用口罩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

产（Ⅱ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

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

3 第3.06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31,163,861股，均为普通股。 第3.06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30,607,261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经公司股

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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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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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2月2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20年3月13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3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上午9:30一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3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88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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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会议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

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6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3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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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

权委托书附后），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薛伟成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薛伟斌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薛嘉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陶永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赵丙贤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龚陟帜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唐善永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吕巍为第五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洪伟力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选举邢耀宇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瞿庆峰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4、审议《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5、审议《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6、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3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

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

集中使用），且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实行分开投票。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

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6人）的乘积数，该

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

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独立董事人数（3人）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

选人；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监事人数（2

人）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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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6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1、2、4、6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5已

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2月2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并披露计票结果。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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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等额选举，应选人 数（6）人

1.01 选举薛伟成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薛伟斌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薛嘉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陶永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赵丙贤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龚陟帜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等额选举，应选人 数（3）人

2.01 选举唐善永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吕巍为第五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洪伟力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等额选举，应选人 数（2）人

3.01 选举邢耀宇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瞿庆峰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

5.00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

6.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登记， 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

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0年3月9日上午9:00-11:30和下午14:00-16:3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88号B栋二层。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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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魏楠楠

电 话：021-23137924

传 真：021-23138776-340（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88号B栋二层

（二）本次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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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6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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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93

2．投票简称：罗莱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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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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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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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9: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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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

东营业执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发言人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1、 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

并注明所需的时间。

3、 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本人 ），出

席2020年3月13日召开的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

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如果股东本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

行酌情对下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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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薛伟成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薛伟斌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薛嘉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陶永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赵丙贤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龚陟帜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唐善永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吕巍为第五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洪伟力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邢耀宇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瞿庆峰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

5.00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

6.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营业范围并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2020年 月 日

注：1、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

自制均有效

2、委托人可在“赞成” 、“反对” 或“弃权” 处划“√” ， 或填上具体股份数目，作出投票

指示。

3、本委托书的有效限期：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20-008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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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已任职期满，为保证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召开了职工代

表会议。会议对职工监事人选进行了民主选举，经各代表讨论通过，一致同意选举会议选举陆

敬京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陆敬京女士将与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6日

附：陆敬京简历

陆敬京，女，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1996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质量管理中心

总监、公司监事。

截止公告日,�陆敬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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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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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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