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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2021-035 

债券代码：113618           债券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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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于 2021年 4 月 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姚成志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审议通过《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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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将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4、审议通过《2020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0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审议通过《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7、审议通过《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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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该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2020 年度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保荐机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聘任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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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办理融资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提高公司申请贷款的效率，综合考虑公司的融资

需求后，授权董事长办理公司融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实际融资金额将

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以各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

准。融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融资租赁

等。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授信、借款、担保等事项及实际融资中的其他相关

事项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4、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5、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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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公司保荐机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该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详见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

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8、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药物研发中心项目”并将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终止实施“药物研发中心项目”并将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5）。 

公司保荐机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该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详见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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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实施“药物研发中心项目”并将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19、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应予换届。公司拟定第四届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经提名

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姚成志先生、曹倩女士、应高峰先生、姚芳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上述董事候选人经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与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组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前，第三届董事会仍依

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应予换届。公司拟定第四届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经提名

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李会林女士、包新民先生（会计专业人才）、叶子

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质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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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2、审议通过《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拟定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为人民币 8万元（税后）。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

变更为“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基于上述情况，拟对《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〇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 3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由

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〇六条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由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公司授权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等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

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49）。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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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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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姚成志先生，1974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在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曹倩女士，1982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安徽美诺华 QA 经理、质量中心副主任、美诺华天康质量副总经理、公司药

政注册部总经理，现任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 

应高峰先生，1971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在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合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联合新城工贸

有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姚芳女士，1989 年 8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安徽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会计、浙江瑞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安徽

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现任燎原药业财务负责人、公司监事

会主席。 

李会林女士，1957 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主任技师，中国国籍，无境外

居留权。曾任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学药品室主任、技术专家、院长助理，

现任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特约技术顾问、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

审评中心专家、国家保健品审评专家、国家药品价格评审专家、浙江省药学会药

物分析专业委员会顾问委员、浙江省保健食品标技委委员、公司独立董事。 

包新民先生，1970 年 12月出生，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

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宁波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宁波海跃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宁波正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独立董

事。 

叶子民先生，1971 年 2月出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在读，执业律师，中国国

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北仑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法官、北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干部、北仑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徽商会党支

部书记兼常务副会长，浙江金众律师事务所律所主任、宁波金众优企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苏青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宁波市海曙区人大常委会

望春街道工作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所党支部书记、

主任、公司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