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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6 证券简称：凯利泰 公告编号：2019-032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其中王正民、张峥、

于成磊、鲁旭波、李明文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袁征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公告的《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公司报告期内在任独立董事于成磊、鲁旭波、孙勇分别向董事会递交了《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述

职报告详见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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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决算报告》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018 年度报告及摘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经审计的<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018 年度《审计报告》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共计 461,147,551.33 元。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为： 

以公司目前的总股本 722,180,02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0.70 元（含税），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

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进

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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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

明>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袁征、严航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9、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9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

发放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 16 万元（含税）。具体的发放办法为按季度发放。 

该议案关联董事鲁旭波、于成磊、李明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绩效奖金及 2019 年度固定

薪酬的议案》 

2018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奖金总额为人民币 410 万元，公司董事



4 

 

会授权总经理参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制定的方案进行

发放。上述奖金已在公司的 2018 年度的财务报告中予以计提。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

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公司拟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

2019 年度固定薪酬，发放办法为按月发放，具体拟定的 2019 年度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固定薪酬情况如下： 

总经理袁征，固定薪酬人民币 108 万元/年（含税）； 

副总经理王正民，固定薪酬人民币 50.04 万元/年（含税）； 

副总经理卫青梅，固定薪酬人民币 50.04 万元/年（含税）；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丁魁，固定薪酬人民币 50.04 万元/年（含税）；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元平，固定薪酬人民币 48 万元/年（含税）。 

该议案关联董事袁征、严航、王正民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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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季度报告》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1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 2019 年度拟与下列公司发生部分必要的关联交易，

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1,490 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以下简称 

1 上海利格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利格泰 

2 上海博进凯利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进 

3 上海意久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意久泰 

4 国药控股凯利泰（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药凯利泰 

公司与上述公司 2019 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预计关联

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关联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 年度

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万元） 

2019年度截

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 

（万元） 

租赁房屋

给关联方 

 

上海利

格泰 
房租租赁 市场公允价 200 30.54 146.41 

上海博

进 
房租租赁 市场公允价 150 20.68 114.10 

上海意

久泰 
房租租赁 市场公允价 120 21.78 103.59 

国药凯

利泰 
房租租赁 市场公允价 20 3.46 12 

小计 - - - 490 76.46 376.10 

 

上海利

格泰 
采购产品 市场公允价 2,000 125.96 45.24 

上海博

进 
采购产品 市场公允价 1,000 30.08 103.37 

国药凯

利泰 

采购心血

管类产品 
市场公允价 4,000 733.6 2,552.98 

小计 - - - 7,000 889.64 2,701.59 

向关联方

提供商品 

国药凯

利泰 

销售骨科

产品 
市场公允价 4,000 1,481.68 870.58 

小计 - - - 4,000 1,481.68 870.58 

公司与上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利格泰 公司董事长袁征持有其 46.29%的股权并担任其董事长。 

2 上海博进 
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袁征担任其董事长，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丁魁担任其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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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意久泰 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公司董事长袁征担任其董事长。  

4 国药凯利泰 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公司董事长袁征担任其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利格泰、上海博

进、上海意久泰、国药凯利泰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金额范围内进行日常交易。若在实际执行中日

常交易金额超过上述预计金额的，应当根据超过金额大小适用《深圳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重新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该议案关联董事袁征、严航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获得通过。 

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公司独立董事已签署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并已 

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应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由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行权，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

进行了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改后《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1,926.2009 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72,218.0029 万元。 

第十三条公司的经营范围：生物医学

材料及制品的研发与生产，销售自产

产品；生产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生

产许可证为限）；销售及进出口医疗器

械（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限），并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技术服务；

第十三条公司的经营范围：生物医学材

料及制品的研发与生产，销售自产产

品；生产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为限）；销售及进出口医疗器械（以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限），并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技术服务；生产并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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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并销售教具；在浦东新区张江高

科技园区瑞庆路 528号 23幢内从事自

有生产用房出租。在青浦区香花桥街

道天辰路 508 号从事自有房屋租赁及

相关物业管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

医用辅料的原材料、医疗用品及器材

的批发与进出口。 

售教具；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瑞

庆路 528 号 23 幢内从事自有生产用房

出租。在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天辰路 508

号从事自有房屋租赁及相关物业管理；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医用辅料的原材

料、医疗用品及器材的批发与进出口，

电子设备的维修。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71,926.2009

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72,218.0029

万股，均为普通股。 

 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章程》条款修

改的报批手续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应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东区现代医疗器械园建设生产基

地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于上海市张

江高科技园区东区现代医疗器械园建设生产基地，进行扩建球囊导管及其配套器

械产品生产，主要产品 PTA外周血管球囊导管、椎体成形器械、椎体扩张球囊导

管、椎体后凸成形系统、鼻窦球囊导管、带线铆钉等，本项目总投资为 6,500 万

元人民币。项目计划于 2019 年 6 月开工，2019 年 12 月竣工。项目建设的资金

由本公司自筹。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授权管理层正式向新区政府的有关部门申报

建设项目的立项。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请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二、备查文件 

1、《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