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一、会议召开形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二、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 年 8月 28 日上午 1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 年 8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  

三、现场会议地点：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2 楼会议室 

四、上午 12:00 时宣布大会开始  

五、介绍会议出席情况  

六、推选监票人及计票人  

七、宣读议案： 

1、《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全部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八、与会人员对上述议案进行讨论  

九、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投票表决  

十、计票人宣布大会表决结果  

十一、宣读大会决议  

十二、见证律师出具并宣读法律意见书 

 

 

 

 

 

 



议案一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原审计机构为西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

格玛事务所”），现拟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事

务所”）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希格玛事务所已连续 3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

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审计机构职责，并从专

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现拟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瑞华事务所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从事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等相关业务，2018年度审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86.8万元（财

务年度审计费用 7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6.8万元），聘期一年。 

二、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949923XD 

成立时间：2011 年 2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2号楼 4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荣华、刘贵彬、冯忠 

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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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西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沟通，变更流程符合有关规定。公司对希格玛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专



业团队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2日 

 

 

 

 

 

 

 

 

 

 

 

 

 

 

 

 

 

 



议案二 

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

董事 4名，非独立董事 7名。 

根据股东推荐提名，现公司董事会提名王道君先生、郑彩红女士、王庆辉先

生、田萍女士、吴明先生、吕政田先生、张孝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2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道君：男，汉族，1962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曾任农

一师供销合作公司财务科副科长、科长；新疆农垦外资企业物资总公司财务科科

长；兵团物产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审计处处长；五星大厦副总

经理兼总会计师；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资产经营部副经理；第六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郑彩红：女，汉族，1970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员，本科学历，经济管理专

业，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新疆准噶尔物资公司副总经理；新疆青格达生态区投

资开发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现任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庆辉：男，汉族，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连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美国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访问学者、联合培养博士生；曾任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扬子江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化药所高级研究员、课题组长、副所长，扬子江药业

集团江苏海慈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企业负责人和质量受权人；现任扬子江

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研发注册专员。本人专长化学药研发、生产、质量、工程及

运营管理。 

现兼任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协会副会长，江苏省生物医药服务外包联盟副

理事长，泰州市青年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011年度江苏省“企业创新类

博士集聚计划”，泰州市第五期“311工程”高层次人才，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项，泰州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1项，泰州市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 1项，发表 SCI核心期刊论文 5 篇，申报专利 14个。领导团队开展

化学药研发和生产注册数十个，二十几个品种新版 GMP认证，新获生产批件 5

个，提升药品质量标准补充批件 3个，产生经济效益 20多亿元。 

    田萍：女，汉族，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曾任

新疆八一钢铁公司焦化厂、炼铁公司劳动人事科科员、主管；大黄山鸿基焦化有

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专职党委副书记；现任新疆

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吴明：男，汉族，1964年出生，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任五

家渠市政府党组成员，五家渠市副市长，农六师发改委主任，新疆中基实业股份

公司副董事长，新疆青格达生态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百花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农十三师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哈密果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等。 

吕政田：男，汉族，1964年出生，电大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大专学历。曾

任新疆第一汽车厂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财务审计部部长、副总经济师，

兼任新疆汽车公司总经理；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运营部经理；山东裕

华集团副总经理；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新疆百花村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张孝清，男，1970 年出生，南京医科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南京医科大学讲

师。2000 年 6月创办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裁。任南

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南京市工商联执委、栖霞区工商联副主席，系科技部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南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在南京医科大学工作期间，作为核心

成员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2项，并发表 SCI论文 4

篇，中文核心科技论文 10余篇。在华威医药任职期间，曾主持国家新药创制重

大专项课题 2项、作为发明人之一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百余项，先后荣获“第六

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先进个人奖”、“江苏省优秀企业家”、南京市五

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现任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南京华威医药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议案三 

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换届选

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名，非独立董事 7名。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推荐顾政一先生、宋岩女士、李大明先生、朱玉陵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已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对上述人员的任职条件逐一进行审核。 

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发表了肯定的

意见。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月 22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顾政一：男，汉族，1957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新疆

医科大学药物分析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伊犁州友谊医院药剂师、新疆药物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法人代表）副书记；新

疆药物研究所所长、副书记；现已退休。 

   现兼任新疆药学会理事长，自治区科协第八届常委。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首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国家药典委员会第九、十、十一届委员，

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

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获得者，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发明专利授权

16 项（名列第一），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名列第一），自治区科技进步

二等奖 3项（2项名列第一，1项名列第五），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5项（3项



名列第一，另两项第 3、第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名列第

一），中国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名列第一），出版专著 3部，撰写核心期

刊论文 80余篇，SCI14 篇。研发新药十余个，获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5个。

领导团队制定国家药品标准颁布 43 个，接受企业委托研发和二次开发新药获生

产批件 26个，均已上市产生经济效益 30多亿元。 

 宋岩：女，汉族，1966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证券相关业务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高级

会计师，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1982.3—1990.7新疆七一漂染厂财务科，担任出纳、会计。 

1990.8—1998.12新疆会计师事务所，历任审计员、股份制部副经理、资产

评估部经理、主任会计师助理兼国际部经理。 

1999.1—至今，经历次会计师事务所的改制和吸收合并，成为新疆华西会计

师事务所出资人、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及新疆华西分所副主任会计

师、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曾任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新疆和合珠宝玉器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天物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自 1992 年开始从事证券相关业务审计工作，涉足工业、农业、建筑业、房

地产、矿业、种业、发电、物流、石油服务、广电网络、保险等行业的审计、财

务管理咨询、税务咨询、股份制改制、企业重组及 IPO上市审计工作，协助主任

会计师内部事务管理工作和外部业务开展工作。负责主审及参与了新疆天山毛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



天国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等十多家上市公司的上市申报、重组审计及年度审计工作；为新疆华油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西部蓝天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七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锦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新三板上市公司的

股份制改制及上市申报和年度审计工作；为新疆天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

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多家拟上市公司提供规范

运作意见、股份改制设立审计及年度审计工作；为中华财产联合保险公司、璐通

期货等金融证券期货类公司提供年度审计工作。 

李大明：男，汉族，1967年 4月出生，1988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学士学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法学研究生。 

1998 年至今就职于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现为天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天阳律师事务所公司与证券法律业务部负责人。 

先后主要经办八一钢铁（600581）、新疆城建（600545）准油股份（002207）、

光正钢构（002524）、天山生物（300313）上市公司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

发行法律业务；经办新赛股份 2007年配股业务、特变电工 2008年增发业务；新

疆城建 200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天山股份 2009 年非公开发行及 2011 年公

开发行股份业务；准油股份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光正钢构 2013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业务等上市公司再融资业务以及经办天山纺织 2009 年-2012 年重大

资产重组业务。2015 年度天山纺织重大资产重组、2016 年新疆城建、天山生物

等重大资产重组等等。参与承办了特变电工、天山股份、国际实业、新疆众和等

多家上市公司的多起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项目；见证多家上市公司的

股东大会；为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签署《声明与承诺》进行律师见证； 

现担任特变电工、天山股份、城建集团、天山纺织、新疆众和、友好集团等上市

公司、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等及新疆证券业协会常年法律顾问。

曾担任上市公司中葡股份、汇通集团独立董事。现任美克股份、西部建设独立董

事等。 



现任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自治区律协公司与证券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员（任期自 2013年-2017年、2018-2021

年）。 

朱玉陵：男，汉族，1966 年出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同济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长期在健康医药行业从事管理工作，具有深厚的医药行

业背景，精通医药企业生产销售分销，熟悉大型医药国企和医药上市公司的运营

管理。 

1990-1994，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科医师,熟悉骨科创伤急救等医疗工作。 

1995-2003，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分公司经理，熟悉国内外新药普药

市场分销工作，协助辉瑞、默沙东、施贵宝、三共、日本第一制药等跨国大型医

药企业新药上市全国流通，在任期间，使新药分公司成为了进口药、合制药在国

内最大的分销机构。 

2003-2004，上海华因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管理上海医药股份全国 30

多个办事处的药品营销工作。 

2004-2005，上海雷允上药业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管理雷允上药业全国

20 多个办事处的药品营销工作，使珍菊降压片、丹参片等主打产品市场快速成

长。 

2005.10-2018.1,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组建康恩贝在上海的处

方药队伍，十年时间使之成为上市公司在全国销售量最大的处方药销售队伍，经

销的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精神类等药品成为多个上海细分市场第一。 

2012．8-2018.1，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主持了并购

后企业整合，构建了主打产品“麝香通心滴丸”的全国销售网络，实现了在全国

市场的全面布局，开展了“麝香通心滴丸”上市后的临床研究十余项，进入了四

个临床治疗指南，发表 SCI文献 6篇。企业获得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获得中

药保护品种称号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2014-至今，贵州康络维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参与建设了贵州



全省远程医学诊断网络，建成省内首个区域心电诊断示范中心，制定贵州省心电

云平台数据接口标准。 

2018.3-至今，上海四维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理全国最大的远程心

电诊断平台，服务医疗网点近 1200 个，遍布上海、江苏、浙江、云南、山东、

四川、新疆等 15个省市自治区。 

2018.1-至今，弘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总经理，专注于医疗医药、互联网、

高科技领域的风投。 

 

     

 

 

                                     

 

 

 

 

 

 

 

 

 

 

 

 

 

 

 

 

 

 

 

 

 

 

 

 



议案四 

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公司职代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 1名。 

    公司股东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推荐马兴元先生、方雪莲女士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候选人。现公司监事会提名马兴元先生、方雪莲女士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2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马兴元：男，汉族，1963年 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曾任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第六师国资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现任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专职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 

    方雪莲：女，汉族，1966 年 5 月出生，大专，中共党员，会计师，曾任国

资公司财务资产管理部主管会计，国资公司财务资产管理部副部长，国资公司纪

检监察内审部副部长，国资公司纪检监察内审部部长，现任国资公司纪委（工会）

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