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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普通股股东人数

41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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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爱博诺德（北京）医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2年5月31日召开职工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591,2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591,2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97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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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解江冰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2022
年6月29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以及第二届监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以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
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
解江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解江冰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4）。
二、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为使公司
董事会能够顺利、高效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解江冰先生（主任委员）、陈勇先生、姜峰先生
审计委员会：王海燕先生（主任委员）、冷新宇先生、Yu Fang女士
提名委员会：冷新宇先生（主任委员）、王韶华女士、王海燕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姜峰先生（主任委员）、王海燕先生、Yu Fang女士。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海燕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4）。
三、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经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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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选举王丹璇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三年，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王丹璇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4）。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解江冰先生担任公司总
经理、王韶华女士担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王曌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贾宝山先生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郭彦昌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周裕茜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周裕茜女士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上述高级管理人
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解江冰先生、王韶华女士、王曌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贾宝山先生、郭彦昌先生、周裕茜女士的简历，详见附
件。

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玉娇女
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9748322
电子邮箱：investors@ebmedical.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兴昌路9号
七、公司董事、监事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董事郭彦昌先生、陈垒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谢思瑾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监事。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和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附件：
贾宝山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曾
任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销售代表、全国培训经理、产品经理，北京百优普泰医疗品有
限公司销售代表。现任公司高级市场销售总监。
贾宝山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彦昌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毕业，注册会计师。曾任辽宁罕王
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现任公司高级财务总监。
郭彦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裕茜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中国广播
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周裕茜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5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玉娇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潍坊科技学院科
研助理，现任公司高级证券事务专员。
王玉娇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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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同意选举王丹璇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博诺德（北
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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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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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兴昌路9号爱博医疗公司总部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反对

票数

比例（%）

53,591,234

票数

100.0000

弃权

比例（%）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票数

普通股

比例（%）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普通股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票数

普通股

比例（%）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李国旺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龚正英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165,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708,
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6％；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线上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 14:30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龚正英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

4.会议主持人：刘淼董事长
5.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5人，代表股份190,832,06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9675％。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99.9224％；反对13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7％；弃权17,000股（其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190,106,231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9.6196％；反对708,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714％；弃权17,000股（其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7人，代表股份937,891,6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63.7321％。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190,683,969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章程》的规定。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84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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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10.00.以累积投票制，补选非职工监事
总表决情况：
10.01. 候选人： 唐时军， 同意股份数：918,118,64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918％。
10.02. 候选人： 欧飞， 同意股份数：908,705,21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881％。
唐时军先生、欧飞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波、徐小玉就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2.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8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3.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证券代码：000568

公告编号：2022-21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79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4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4.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84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于
2022年6月29日在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主楼5-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2年6月2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

5.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8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事10人（其中，委托出席董事4人，王洪波董事、熊娉婷董事、孙东升独立董事、钱旭董事因工
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王洪波董事及熊娉婷董事委托刘淼董事长、孙东升独立董事委托陈有
安独立董事、钱旭董事委托应汉杰董事代行表决权）。会议由刘淼董事长主持，部分监事及财
务总监谢红女士列席会议。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普通股

53,380,898

票数

99.6075

弃权
比例（%）

210,336

票数

0.3925

比例（%）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普通股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190,821,469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票数

普通股

比例（%）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反对
比例（%）

票数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票数

普通股

比例（%）

53,591,234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内容、项目延期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
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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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6,105,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95％；反对1,392,
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5％；弃权393,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0％。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细则〉及〈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团队成员薪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189,045,662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同意

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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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44％；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99.0639％；反对1,392,4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7297％；弃权393,91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4％。

表决情况：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提案》

酬与考核管理办法》，对《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细则》及《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管理细则》进行修订。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管理团队成员薪酬执行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淼、林锋、王洪波、熊娉婷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69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146,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同意公司管理团队成员薪酬执行方案。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190,636,969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9.8978％；反对14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7％；弃权4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6％。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李国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7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2％；反对131,

董事会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0％；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2022年6月30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普通股

53,591,234

票数

100.0000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弃权

比例（%）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议结果：通过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普通股

53,587,734

票数

99.9934

弃权

比例（%）

3,500

票数

0.0066

比例（%）
0

0.0000

利福资本拟自2022年6月8日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青海春天股份合计不超过5,870,000股，即不超过青海春天股份

股票代码：600381

总数的1.00%。利福资本于2022年6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青海春天股份200股，本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利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利福锦意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益变动后，利福资本持有青海春天29,353,000股股份，占青海春天总股本的4.999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5层508室

1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街3号院3号楼7层755室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是否当选
效表决权的比例（%）

得票数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5.00%。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海春天29,353,000股股份，占青海春天总股本

选举解江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7,496,998

107.2880

是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六月

12.02

选举王韶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496,993

97.9581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2.03

选举王曌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426,994

97.8275

是

12.04

选举Yu Fang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426,993

97.8275

是

12.05

选举陈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426,993

97.8275

是

议案名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是否当选
效表决权的比例（%）

得票数

13.01

选举王海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5,426,989

103.4254

是

13.02

选举冷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2,426,989

97.8275

是

13.03

选举姜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2,426,989

97.8275

是

1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议案名称

54,426,987

选举张敏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52,426,987

101.5594

是

97.8275

是

同意

反对

股东名称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票数

比例（%）
32,406,409

100.0000

票数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弃权

比例（%）
0

票数

0.000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3,643,3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7,541,4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6,7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7,534,7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反对

同意

议案名称

6

《关于2021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8,071,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18,071,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8,071,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
施内容、 项目延期及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
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18,071,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利福资本

指

北京利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利福锦意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荣恩

指

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12.01

选举解江冰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2.02

选举王韶华女士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6,977,021

93.9449

12.03

选举王曌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07,022

93.5575

12.04

选 举 Yu Fang女 士 为 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6,907,021

93.5575

12.05

选举陈勇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07,021

93.5575

13.01

选举王海燕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907,017

110.1584

13.02

选举冷新宇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07,017

93.5575

选举姜峰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07,017

21,977,026

0

0.0000

121.6131

上述减持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北京利福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利福锦意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9,353,200

5.00%

29,353,000

4.999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方式买卖青海春天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

利福资本本次减持青海春天股份的行为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使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六节 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
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二、查阅地点

企业名称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北京利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利福锦意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法定代表人

赵红琴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注册资本

1000万

成立日期

2015年05月14日

经营期限

2015年05月14日至长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利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利福锦意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5层508室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街3号院3号楼7层755室

主要股东

许雯持股99%，许伟玲持股1%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赵红琴

女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北京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者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2年6月8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 《关于持股5%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份计划公告》，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律师：徐昆、周慧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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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

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870,000股， 即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外，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特此公告。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
上市公司所在地
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新
路1号

股票简称

青海春天

6003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利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5层
（代表利福锦意一号私募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508室
券投资基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是□否√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股票代码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是□否√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A股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持股数量：29,353,200股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1.00%。
未来十二个月内将继续减持青海春天股份。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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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2年6月29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拟减持部分青海春天股份。

3、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签章）：_赵红琴_________

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2、 议案6、7、9-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有限责任公司
91110108339839083M

行股份5%的情况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与身份证明文件；
3、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1、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指

主要营业范围

93.5575

0.00003

中国证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0.0194

12.74

变动比例（%）

上交所

企业类型
3,500

人民币 普通
200
股

减持价格（元/
股）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

指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99.9806

2022年6月29日

减持股数（股）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青海春天

四舍五入造成的。

18,067,762

减持股份种
类

减持期间

弃权

议案
序号

票数

减持方式

北京利福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利 福 锦 意 一 号 集中竞价交易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限制情形。

释 义

比例（%）
0

为占上市公司总股本587,060,741股的0.0000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2年6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200股，减持比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是否当选
效表决权的比例（%）

得票数

选举王丹璇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股东分段情况

的4.9999%。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1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海春天29,353,200股股份，占青海春天总股本的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12.01

13.03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3.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同意

股东类型

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选王丹璇女士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
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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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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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线上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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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2022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29日以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

公告编号：2022-22

间，即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普通股

五、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玉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
期三年，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王玉娇女士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其承诺将于近期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其任职资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2）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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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29日的交易时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普通股

一、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证券代码：000568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A股
变动数量：200股
变动比例：0.0000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A股
持股数量：29,353,000股
持股比例：4.999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时间：2021年12月10日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方式：协议转让方式增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是□否√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是□否√
司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