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股份公司”或“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股份 67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方南平主持，以记名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的议案》

中的各项内容，表决结果如下： 

1、 发行股票种类：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2、 发行股票面值：发行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3、 申请发行规模：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2,25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采取公开发行新股的方式，不安排老股转让。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4、 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已在公司上市之证券交易所开立证券

账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5、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6、 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最终发行方式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7、 发行定价方式：发行定价采用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或者公司与

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8、 承销方式：由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9、 决议有效期：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方案决议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 

各股东一致同意《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中

的各项内容，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入如

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年产 21.7 亿片（粒、支、袋）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3,179.00 33,179.00 

酶法生产 900 吨/年头孢拉定原料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4,913.00 4,913.0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393.00 16,393.00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合计 79,485.00 79,485.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可以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借

款进行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置换先期投入资金及支付项目建设剩余

款项。 



若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

资金予以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计划募集金额，则超额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就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1、 年产 21.7 亿片（粒、支、袋）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2、 酶法生产 900 吨/年头孢拉定原料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4、 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一致同意本次发行和上市完成前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滚存利

润将一并由本次发行及上市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中的各项内容。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

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



案的议案》中的各项内容。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出具承诺并提出有

关约束措施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出具承诺并提

出有关约束措施的议案》中的各项内容。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首发上市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首发上市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议案》中的相关

内容。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相

关的具体事项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并上

市相关的具体事项的议案》中的各项内容。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中的各项

内容，表决结果如下：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类关联交易表决结果： 

1944.643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关联股东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方南平、吕慧浩、吴伟华、

杨国栋回避表决。 

2、 租赁类关联交易的内容表决结果： 

2189.643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关联股东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方南平、吕慧浩、吴伟华

回避表决。 

3、 担保类关联交易表决结果： 

1699.643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关联股东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方南平、吕慧浩、叶树祥、

杨国栋、吴伟华回避表决。 

4、 关联方资金往来类关联交易表决结果： 

1699.643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关联股东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方南平、吕慧浩、杨国栋、

叶树祥、吴伟华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后执行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关于上市后执行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中的各项内

容。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草案）>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

细则（草案）>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草

案）》。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和融资决策管



理制度>的议案》。 

经各股东审议，通过修订后的《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和融资决策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6750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特此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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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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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