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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18年 1月 31 日下午 14点 30分 

地点：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议程 

一、与会者签到  

二、大会开始，主持人董事长陈保华先生讲话  

三、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四、股东现场提问 

五、选举大会计票人、监票人  

六、投票表决，统计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会议见证意见  

八、会议结束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办法 

 

    一、各项议案的通过，由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方式分别表决。 

    二、每一表决票分别注明该票所代表的股份数，每股为一票表决权，投票结

果按股份数判定票数。 

    三、大会设监票人 1 名，为股东代表。设计票人一名，为公司监事代表。由

计票人计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四、表决时，投同意票的，在同意栏内打“√”；投弃权票的，在弃权栏内打

“√”；投反对票的，在反对栏内打“√”。 

五、不使用本次大会统一发放的表决票，或夹写规定外文字或填写模糊无法

辨认者，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在大会期间离场或不参与投票者，作弃权处

理。 

六、为维护大会秩序，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与会股东、股东代表须将手机

设置静音后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或关机。未经公司同意，不得私自拍摄照片、录

制音频、视频对外发布；造成信息泄露者，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公司保留司

法诉讼的权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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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因公司原董事童建新先生已辞去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由股东大会选

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现公司董事会提名郭斯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郭斯嘉先生的简历： 

郭斯嘉：男，55 岁，中国国籍，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高级项目管

理师。2004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曾任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任台州市水库移民管理办公室主任、市水利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等

职务。现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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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审议《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草案》）的规定：“激励

对象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离职，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截止目前，因离职等情形不符合本激励计划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7人，共

114,400股（公司于 2017年 8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同

意回购注销因离职等原因导致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1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29,120

股限制性股票；2017 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等原因导致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5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68,640股限制性股票；2018年 1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同意回购注销因离职等原因导致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16,640股限制性股票。综上，本次公司需对上述 7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114,4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草案的规定，对该部分限

制性股票按照每股 8.34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方案如下: 

（一）注销回购的依据 

根据《限制性股票草案》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

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锁条件之二、限制性股

票的解锁条件（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工作变动或绩效考

核不合格等情形，公司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14,400股。 

（二）回购价格及调整 

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的初始授予价格为 11.27元/股。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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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793,137,771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2元（含税），共计 158,627,554.2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

237,941,332股，目前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之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及公司

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8.52元/股。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042,560,402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1.8元（含税），共计 187,660,872.36 元（含税）。

根据《限制性股票草案》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之二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调整为 8.34元/股。 

（三）回购注销的程序 

根据《限制性股票草案》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之四、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程序、《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

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实施。 

（四）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954,096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回购数量及款项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11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01%，回购价格为 8.34元/股。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草案》等相关规定办

理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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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为满足公司组织架构的调整，需对公司部分行政职能名称进行变更，即原“总

经理”职务变更为“总裁”，原“副总经理”职务变更为“副总裁”，因此，公司

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中第八、十、十一、六十七、七十三、八十二、九十七、一

百零八、一百四十五、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一百

六十二、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五、一百九十六等条款中，涉及“总经理”、“副

总经理”职务称呼的现一律修订为“总裁”、“副总裁”。 

同时，公司回购并注销了不符合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 700,70 股，致使公司股本发生了变更，因此，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2,560,402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2,490,332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42,560,402 股。2003 年、2004 年、

2007 年、2009 年、2010 年、2012 年、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并

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8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5 股、每 10 股转增 2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资本公积金

转增方案；2006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42,490,332 股。2003 年、2004 年、2007

年、2009 年、2010 年、2012 年、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并实施了

每 10 股转增 8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

每 10 股转增 3 股、每 10 股转增 5 股、

每 10 股转增 2 股、每 10 股转增 3 股、

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2006 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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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的议案》，并报中国证监会审

核无异议，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3,825,947 股，并予以注销；2012 年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

票期权行权，增加股份 9,344,200 股；

2013 年 5 月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

增加股份 63,300,000 股；2013 年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股票

期权行权，增加股份 9,816,540 股；2014

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提出行权，增加股份

351,000 股；2015 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提

出行权，增加股份 234,000 股；2015

年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增加

股份 7,250,500 股；2016 年公司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增加股份 11,970,619 股；

2017 年公司回购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 489,320 股并予以注销。上述事

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0,000 万股

增加为 1,042,560,402 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的议案》，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3,825,947 股，并

予以注销；2012 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增加股

份 9,344,200 股；2013 年 5 月公司公开增

发 A 股股票，增加股份 63,300,000 股；

2013 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

权期股票期权行权，增加股份 9,816,540

股；2014 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

个行权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提出行权，增

加股份 351,000 股；2015 年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行权股票期

权提出行权，增加股份 234,000 股；2015

年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增加

股份 7,250,500 股；2016 年公司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增加股份 11,970,619 股；

2017 年公司回购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 489,320 股并予以注销；2017 年 8

月，公司回购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二期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70,070股并予以注销。上述事项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10,000 万股增加为

1,042,490,332 股。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