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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

月12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龚素明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认真

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主席龚素明先生代表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做《2018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601.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7%；实

现营业利润 15,426.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57%，实现利润总额 15,726.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5.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67%。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回报全体股东，让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果，2018 年

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794,580,776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 11,918,711.64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监事会认为：为更好的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拟定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报摘要〉的

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报

摘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报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内容将同

时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2018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上述报告以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的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现行内部控制制度是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公司所处行

业特点制定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整、合理及有效，并在企业管理的各个

关键环节、重大投资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控制与防范作用，有效控制了公司经营

风险和财务风险，保证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财务数据的真实、完整、准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的重

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上述报告以及独

立董事发表的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续聘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8年度末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在产品、库存商品、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

查，对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等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

析。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公司拟对上述可能发生资产

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90,584,106.52元。 

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

关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审批程序合法，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经表决：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监事会同意在原有经营范围上增加“II

类、III类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II类、III类6830医用X射线设备，II类6831

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II类、III类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

具，II类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7医用供气排气相关设备、III类09物理治疗

器械-01电疗设备/器具，II类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06与非血管内导管配套

用体外器械的研发、生产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III类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的批发、

零售；II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批发、零售；辐射防护工程、核磁屏蔽防

护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及服务。”。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根据上述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第 10号公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的规定对《公司

章程》中的经营范围、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 修改后《公司章程》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III 类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II 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

内窥镜设备，II 类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III

类 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III 类 6825 医用高频仪器

设备，III 类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III 类 6830 医

用 X 射线设备，II 类 6833 医用核素设备，III 类 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III 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II 类 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II 类 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III 类

6870 软件，III 类 6877 介入器材的研发、生产及相关

技术咨询服务；III 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

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

备（角膜接触镜及其护理用液类除外），6823 医用超声

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

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8 医用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III 类 6821 医

用电子仪器设备，II 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

设备，II 类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III类 6824 医

用激光仪器设备，III 类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II 类、

III 类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II 类、III 类 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II 类 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II 类

6833 医用核素设备，III类 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II 类、III 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II 类 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II 类 6858 医用冷疗、低

温、冷藏设备及器具，III 类 6870 软件，III 类 6877 介入

器材，II 类 08 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7 医用供气排气相

关设备、III 类 09 物理治疗器械-01 电疗设备/器具，II 类

14 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06 与非血管内导管配套用体外器

械的研发、生产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III 类 6815 注射穿刺

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3 医用核素设

备，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 手术室、急

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6870 软件，6877 介入器材的批发、零售；II 类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70 软件，6877 介入器材，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

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21 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3 医用超声

仪器及有关设备，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

器具，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

设备器具，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31 医用 X 射

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的批

发、零售；一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

机电设备安装（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压力管道安装（凭资

质证书经营）；压力管道设计（凭资质证书经营）；建

筑智能化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洁净工程（凭资质

证书经营）；压力容器安装（凭资质证书经营）；智能

高低压成套配电设备的生产、销售；制冷系统、空气

净化系统、空气消毒设备研究和开发、销售、安装及

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及技术转让、销售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卫

生材料、实验仪器；医学康复、养老康复等医疗投资

管理；建筑工程分包（凭资质证书经营）。 

及内窥镜设备（角膜接触镜及其护理用液类除外），6823医

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

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8 医用磁

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

剂除外），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

和人工器官，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 软件，6877 介入器材的批发、

零售；II 类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70 软件，6877 介入

器材，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

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45 体

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54 手术

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40 临床检验分

析仪器，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56 病房护理设

备及器具，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57 消毒和

灭菌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批发、零售；

一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凭

资质证书经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

书经营）；压力管道安装（凭资质证书经营）；压力管道设

计（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智能化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

洁净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压力容器安装（凭资质证书

经营）；智能高低压成套配电设备的生产、销售；制冷系统、

空气净化系统、空气消毒设备研究和开发、销售、安装及技

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技术

转让、销售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材料、实验

仪器；医学康复、养老康复等医疗投资管理；建筑工程分包

（凭资质证书经营）。辐射防护工程、核磁屏蔽防护工程的

设计、施工、技术咨询及服务。 

第一百零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

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一百零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 

第一百三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

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工商

变更登记的相关事项，最终修改的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变更的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融资以及

为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健康、平稳地运营，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并综合考虑

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拟通过售后回租赁形式向

湘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湘信租赁”）申请总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融资，期限 3年。在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

承担。对于额度范围内的子公司融资，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就此

向湘信租赁承担融资合同项下不超过 5,000万元的还款连带担保，具体担保事项

以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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