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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时  间：1、现场会议时间：2017 年 5月 15日下午 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7 年 5 月 15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地  点： 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长虹中街 333 号（德清县科技创业园）

公司会议室 

主要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宣布股东到会情况 

二、推举计票和监票人员 

三、审议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2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4.01 选举沈培今先生为董事 

4.02 选举孙文秋先生为董事 

4.03 选举沈德堂先生为董事 

4.04 选举唐静波女士为董事 

4.05 选举陆炜先生为董事 

4.06 选举李晓伟先生为董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选举冯加庆先生为独立董事 

5.02 选举陶鸣成先生为独立董事 

5.03 选举刘云女士为独立董事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6.01 选举孙康宁先生为监事 

6.02 选举宋航先生为监事 

四、股东代表发言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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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六、监票、计票 

七、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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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拟为 6.00 万元/年（含税）。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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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升华拜克”）

原控股股东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5年 6月以协议方式转让其持有的

升华拜克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沈培今。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2016-2020

年）》，公司在巩固原有主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将“泛

娱乐”作为公司未来战略重点。2017年3月8日，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龙科技”）100%股

权，并向沈培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7]329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向鲁剑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资产过户、新增股份发

行登记及注册资本工商变更事项已办理完成。炎龙科技已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其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发行及IP与源代码合作。炎龙

科技经营情况：截至2016年末，炎龙科技总资产39,349.81万元，净资产

31,351.68万元，2016年炎龙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9,150.46万元，净利润

13,205.75万元 (数据经审计)。  

公司以本次重组为契机切入网络游戏行业，业务范围在农药原料药及

其制品、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锆系列产品制造与销售

基础上，增加网络游戏研发、代理发行及IP与源代码合作业务。  

鉴于公司战略发展和主营业务的调整及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满足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将公司中文名称由“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将英文名称由“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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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hua Biok Biology Co., Ltd.”变更为“Zhejiang Huge Leaf Co., 

Ltd.” 

因公司名称拟变更，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前 《公司章程》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公司”）及其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

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及其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浙江升华拜克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Zhejiang Shenghua Biok 

Biology Co., Ltd. 

第四条：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浙江瀚叶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Zhejiang Huge Leaf 

Co., Ltd.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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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 2017年 3月 8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向鲁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证监许可[2017]329 号文) ,公司向沈培今非公

开发行 373,134,32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

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02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00元，扣减发行费用 18,742,954.4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1,481,257,045.54 元。截至 2017 年 3 月 22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账，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7 年 3

月 23日出具天健验[2017]74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设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注：2017 年 4月 7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790,003,757.62 元支付收购成都炎龙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现金对价部分。  

账户名称 

2017年 3月 22日,

专户募集资金 

净额（元） 

2017年 4 月 25

日,专户募集资

金净额（元） 

专项用途 

浙江升华拜克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 
790,003,757.62 0.00（注） 

已用于公司收购成都炎龙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现金对价

部分的支付（注） 

上海盛厚公技术

有限公司 
591,682,201.81 591,682,201.81 

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公司全球

移动游戏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成都炎龙科技有

限公司 
99,571,086.11 99,571,086.11 

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移动网

络游戏新产品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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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全球移动游戏运营中心

建设和移动网络游戏新产品研发，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进度和外汇

使用等因素，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55,000 万元人民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如下： 

一、产品种类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

理财产品，如银行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及定制化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

等，理财产品的相关主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使用额度及投资期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同一时点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

进行定期存款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投资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

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

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门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行为进行日常监督与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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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提名沈培今先生、孙文秋先生、沈德堂先生、唐静波女士、

陆炜先生、李晓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选举沈培今先生为董事 

沈培今：男，1979年生，工商管理学硕士（EMBA），拥有新加坡永久

居住权。现任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上海瀚叶财富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雍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西

藏智宸宇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2、选举孙文秋先生为董事 

孙文秋：男, 1967年生, 研究生。历任上海财经大学教师，上海东方

明珠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证券事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

计师，上海东方明珠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3、选举沈德堂先生为董事 

沈德堂：男，1966年生，大专，高级工程师。历任德清县生物化学总

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升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浙江拜克开普

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升华拜克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清壬

思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上海伊科拜克兽药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升华拜克化工进出

口有限公司（香港）董事，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升华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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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董事，宁夏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上海

展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浙江诺

倍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锆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伊科拜克兽药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董事，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 

4、选举唐静波女士为董事 

唐静波：女，1975年生，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诺亚（中国）财

富管理中心市场总监、上海中和至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5、选举陆炜先生为董事 

陆炜：男，1976年生，本科，会计师。历任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专职内审员、会计，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主办会计，苏州

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苏州

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现任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苏州工业园区洽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副总经理。 

6、选举李晓伟先生为董事 

李晓伟：男, 1972年出生，研究生。历任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慈文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上海银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浙江升华拜

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后逐项表决。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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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提名冯加庆先生、陶鸣成先生、刘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 

1、选举冯加庆先生为独立董事 

冯加庆：男，1971年生，法律硕士。曾先后于湖北可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任职，现任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副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信托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长宁区律师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系八届、九届、十届

上海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

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选举陶鸣成先生为独立董事 

陶鸣成：男，1959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百视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裁，优点互动股份有限公司CEO，现任上海臻熙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人。 

陶鸣成先生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

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陶鸣成先生承诺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3、选举刘云女士为独立董事 

刘云：女，1968年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部门经理，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2 

 

伙人。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后逐项表决。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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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审议通过提名孙康宁先生、宋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杨晓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1、选举孙康宁先生为监事 

孙康宁：男，1971年生，硕士。历任山东省潍坊市机电设备总公司销

售经理，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中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上

海雍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选举宋航先生为监事 

宋航：男，1969 年生，博士。历任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庭长，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长，原上海市闸

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后逐项表决。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