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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会 议 议 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2日下午2:3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738 号西溪乐谷 3 号楼一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

票系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非凡先生 

会议议程： 

一、大会主持人介绍到会股东及来宾情况；  

二、董事会秘书宣布到会股东代表资格情况； 

三、董事会秘书宣读《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五、宣读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实施临安制药中心厂区整体搬迁改造的议案》  

2、审议《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营

业执照的议案》 

六、主持人宣读大会投票表决说明； 

七、推荐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与律师一同参加计票、监票； 

八、针对大会审议议案，对股东（或股东代表）提问进行回答； 

九、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以上议案； 

十、计票、监票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十一、休会，现场表决结果报送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等待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统计汇总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十二、主持人宣布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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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四、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五、签署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六、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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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

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将相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监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大会设立股东大会秘书处，负责股东大会有关具体事务； 

三、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

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聘任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

进入会场；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规定的各项权利； 

五、股东对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或建议，并提交股

东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汇总后交董事会研究，做出必要的答复； 

六、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当在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前向大会秘

书处登记，登记发言的人数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按股东登记的先后顺

序取前十位股东依次发言； 

七、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言不得超过两次，第一次发言的时间不

得超过五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 

八、董事会应认真听取股东发言，可以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九、股东（或股东代表）未做参会登记或会议签到迟到将不能参加本次会

议； 

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谢绝到会股东或股东

代表个人录音、录像、拍照，对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和会议议程、侵犯公司和其

他股东或股东代表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有

关部门处理，以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 

会议开始后请将手机铃声置于关机或无声状态。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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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议案一： 

关于公司实施临安制药中心厂区整体搬迁改造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下属企业临安制药中心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苕溪南路78号，是公司注册

地，也是公司药品、保健食品主营业务板块最核心的生产厂区和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和主营业务利润的主要来源。该地块于2017年被临安区人民政府列入旧城改造

范围，公司与征收部门杭州市临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实施单位杭州市临

安区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补

偿款总额为210,918,492.00元，现按临安区政府要求即将实施停产搬迁。为了减

少停产搬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2019年5月31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了原杭

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土地和厂房，地址为临安区上杨路18号，其建筑总

面积24343.12㎡，公司拟整体搬迁至该新厂址，并进行各生产线的GMP改造。 

根据临安区政府拆迁进度要求，实施搬迁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珍珠明目

滴眼液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两个主导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减少对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钾片一致性评价的影响，本次搬迁改造项目的实施将根据二个阶段各

自的重点工作内容全面推进： 

第一阶段：重点实施滴眼剂（主导品种珍珠明目滴眼液）、青霉素类片剂（主

导品种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两条生产线及配套公用工程项目的 GMP 改造（2

个剂型 3 个品种）；于 2019 年 6 月启动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 GMP改造。 

第二阶段：实施其它剂型（含中药提取、口服液体制剂和口服固体制剂）品

种的 GMP 改造（5个剂型 25个品种），计划于 2021年 12月底前完成 GMP 改造。 

搬迁改造完成后，可形成年产滴眼剂 1500 万瓶、颗粒剂 2500 万包、片剂

15000 万片、口服液 2400 万瓶、丸剂 300 万瓶等中药制剂生产能力和 10000 万

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生产能力。以及配套的中药前处理、提取生产线，质量

控制、仓储、污水处理等生产配套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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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概算为7,500万元。其中，第一期改造费用（硬件部分）预算3,850

万元，主要包括：滴眼剂与青霉素车间净化改造费用约1,200万元；设备购置费

用约450万元；检测中心(化验室)改造费用500万元；仓库改造、配电箱改造、天

然气锅炉改造、整个厂区给排水改造、三废处理改造、冷库改造等费用1,200万

元；原“路通公司”遗留的危废品处理等费用500万元。第二期改造费用（硬件

部分）预算2,150万元，主要包括：提取车间土建及净化改造350万元；口服液体

制剂与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净化改造1,250万元；设备采购费用550万元。整体搬迁

改造项目其他费用预算1,500万元，主要包括：28个产品试生产成本与产品转移

费用840万元；搬迁过渡期工资450万元；生产许可证取证与GMP认证等费用50万

元、不可预见费用160万元。（具体详见附件：《公司临安制药中心整体搬迁与

GMP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同时，为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推进项目进度，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

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签署相关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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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安制药中心厂区整体搬迁与 GMP 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公司下属企业临安制药中心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苕溪南路78号，是公司注册

地，也是公司药品、保健食品主营业务板块最核心的生产厂区和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和主营业务利润的主要来源，主要生产品种有珍珠明目滴眼液、阿莫西林克拉

维酸钾片、复方鲜竹沥液、竹沥合剂、妇乐颗粒、心无忧片、金贵肾气丸及铁皮

石斛保健品等（具体详见附表）。该地块于2017年被临安区人民政府列入旧城改

造范围，公司与征收部门杭州市临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实施单位杭州市

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

补偿款总额为210,918,492.00元，现按临安区政府要求即将实施停产搬迁。为了

减少停产搬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2019年5月31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了原

杭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土地和厂房，地址为临安区上杨路18号，其建筑

总面积24,343.12㎡，拍卖成交价5800万元，公司拟整体搬迁至该新厂址，并进

行各生产线的GMP改造。 

二、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及负责人 

1、项目名称：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改造项目 

2、建设单位：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总负责人：李祖岳 

4、组织保障：为切实做好本次整体搬迁工作，确保 GMP 技术改造工程如期

完工。公司成立了整体搬迁及 GMP认证改造领导小组，下设具体工作实施小组。 

（1）领导小组 

组  长：李祖岳；副组长：汪培钧、耿 敏、叶 飞 

成  员：翁向阳、吴昌明、费丽霞、程传付、王 旭、王宇友、周晓朝、鲁

占锋、周 华 

主要工作职责：制订公司搬迁的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 GMP技改工作的

组织协调；统筹并督促落实搬迁或 GMP技改的各项工作；制订奖惩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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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实施小组 

组  长：汪培钧；副组长：叶 飞、王宇友、鲁占锋 

成  员：吴昌明、王 旭、周晓朝、周 华、叶 菁、洪 美、胡寨根、赵 霞、

童利娟、余柏明、许文建、夏 颖、郑 慧、付昆梁、邵秀霞、田 林 

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制订 GMP技改项目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报股份公司批

准后执行；负责与临安区相关部门联系、沟通，确保新厂区搬迁项目及 GMP技改

项目的正常进行及相关政策的支持；负责新厂区消防报备、环境评价报告等工作；

负责各生产线设计图纸的审核及技术把关，确保符合 GMP的要求，负责设计图纸

和净化工程招标工作；根据目前实际设备情况，负责新增设备的 URS编写、调研、

采购、进厂验收、设备调试和资料归档工作，确保 GMP改造进度和安全；根据施

工图纸，负责施工质量的监督工作，确保施工队严格按招标要求和施工图进行施

工，包括电器、工艺管道、消防、土建、风管、彩钢板等，确保工程质量符合

GMP要求、确保施工进度和安全。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安排 

1、按项目建设要求，本项目拟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 18

号公司通过司法竞拍取得的现有土地和厂房进行实施项目改造。 

 

 

2、根据临安区政府拆迁进度要求，实施搬迁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珍珠

项目所在地 

现厂区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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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滴眼液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两个主导产品的销售以及减少对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片一致性评价的影响，本次搬迁改造项目的实施将根据二个阶段各自

的重点工作内容全面推进：第一阶段重点实施滴眼剂（主导品种珍珠明目滴眼

液）、青霉素类片剂（主导品种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两条生产线及配套公用

工程项目的 GMP 改造（2 个剂型 3 个品种）；第二阶段实施其它剂型（含中药提

取、口服液体制剂和口服固体制剂）品种的 GMP 改造（5个剂型 25个品种）。 

保健食品已启动委托生产，现已取得颗粒剂、膏剂两个产品的委托生产许可

证书，其它品种正在委托办理中，因此，保健食品生产线改造暂未列入本次改造

范围，后续将根据销售等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再行决定是否自建生产线生产。 

3、项目实施完成后，可形成年产滴眼剂1,500万瓶、颗粒剂2,500万包、片

剂15,000万片、口服液2,400万瓶、丸剂300万瓶（丸剂生产线与颗粒剂、片剂生

产线设计在同一净化区域内，练药、制丸、选丸工序利用原有设备，其他设备与

颗粒剂、片剂共用）等中药制剂生产能力和10,000万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生

产能力（按两班制计算，与目前各生产线生产能力一致）。以及配套的中药前处

理、提取生产线，质量控制、仓储、污水处理等生产配套设施设备。 

4、进度安排 

项目于 2019年 6月启动前期各项准备工作：（1）成立了公司制药中心整体

搬迁与 GMP改造领导小组和工作实施小组，各司其职，分头开展前期各项准备工

作；（2）2019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取得了原杭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

有限公司土地和厂房后，根据该生产厂房的具体情况，原厂房内所有装修及隔断

已全部拆除，并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设计院对该厂房进行升级改造二次设计（原

丁类厂房升级为丙类厂房），同时委托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对二期

GMP改造的总体生产布局进行设计和滴眼剂、片剂（青霉素）两条生产线的 GMP

改造进行设计，现已完成两个品种的 GMP改造施工图纸。 

项目计划于2019年12月底前完成第一期GMP改造，在2021年12月底前完成第

二期GMP改造。 

四、项目预算及管理 

1、设备选型基本原则 

为保证产品质量，提高收率，降低能耗和原材料消耗，设备选型遵循以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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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设备的选型选材符合生产需要和 GMP 要求； 

（2）设备符合节能、高效、安全、对环境污染小的基本要求； 

（3）关键设备实现机械化、自动化； 

（4）原有设备能够利用的尽量利用。 

2、投资预算 

项目投资概算为7,500万元。其中,第一期改造费用（硬件部分）预算3,850

万元，主要包括：滴眼剂与青霉素车间净化改造费用约1,200万元；设备购置费

用约450万元；检测中心(化验室)改造费用500万元；仓库改造、配电箱改造、天

然气锅炉改造、整个厂区给排水改造、三废处理改造、冷库改造等费用1,200万

元；原“路通公司”遗留的危废品处理等费用500万元。第二期改造费用（硬件

部分）预算2,150万元，主要包括：提取车间土建及净化改造350万元；口服液体

制剂与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净化改造1,250万元；设备采购费用550万元。整体搬迁

改造项目其他费用预算1,500万元，主要包括：28个产品试生产成本与产品转移

费用840万元；搬迁过渡期工资450万元；生产许可证取证与GMP认证等费用50万

元、不可预见费用160万元。 

分项目预算如下： 

一、第一期改造费用（硬件部分）预算 

序号 投资内容 工程量 预算费用 

1 滴眼剂车间改造 2000m2 600万元 

2 青霉素车间改造 2000m2 600万元 

3 化验室改造 1200㎡ 500万元 

4 

仓储改造 4500 

400万元 
其中：（1）成品仓库 1600m2 

（2）原辅料仓库 2300m2 

（3）包装仓库 600m2 

5 动力配电系统改造 1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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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然气锅炉房改造 1 120万元 

7 
整个厂区给排水系统改造 

（原给排水系统腐蚀渗漏严重已废弃） 
1 180万元 

8 三废处理改造 1 200万元 

9 冷库改造 1 50万元 

10 
行政办公楼、职工食堂改造（含道路扩建、

楼顶渗漏翻新、雨污分流改造等） 
1 50万元 

10 

原“路通公司”遗留的危废品处理（注：

危废品非常杂而宜多，原厂近 5年的废品都

没有处理过，按危废管理的要求，印刷电路

板的废品都是高危废品：主要有污泥、污水、

电路板废料以及制电路板用的化工原料、蚀

刻盐、酸、碱等）。 

1 500万元 

11 

一期主要设备采购费用 ―― 450万元 

其中:（1）滴眼剂灌封设备 2套 100万元 

（2）2吨纯化水制备系统 1套 35万元 

（3）0.5吨纯蒸汽发生器 1套 31万元 

（4）高速压片机 1台 52万元 

（5）高效包衣机 1台 42万元 

（6）自动配液清洗灭菌系统 1套 80万元 

（7）隔离取样车 2台 20万元 

（8）脉动真空灭菌柜 2台 50万元 

（9）其它零星设备采购 若干 40万元 

第一期改造费用（硬件部分）预算合计 3850 万元 

二、第二期改造费用（硬件部分）预算 

序号 投资内容 工程量 预算费用 

1 提取车间土建及部分净化改造（部分甲类） 2500m2 3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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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服液体制剂车间净化改造 2000m
2
 625万元 

3 口服固体制剂车净化间改造 2000m2 625万元 

4 

二期主要设备采购费用 ―― 550万元 

其中：（1）直筒提取罐 4套 40万元 

（2）提取出渣系统 1套 20万元 

（3）提取液贮罐 若干 30万元 

（4）单效收膏蒸发器 1台 12万元 

（5）多功能酒精回收浓缩器 1台 25万元 

（6）超微粉碎机 1台 25万元 

（7）热风循环烘箱 2台 15万元 

（8）二级反渗透纯化水系统 1套 28万元 

（9）三效节能浓缩器 1台 55万元 

（10）切药机 4台 20万元 

（11）蒸煮锅 1台 10万元 

（12）浸润机 1台 8万元 

（13）炒药机 1台 10万元 

（14）粗碎机 1台 15万元 

（15）洗药机 1台 8万元 

（16）湿法混合制粒机 1套 18万元 

（17）沸腾制粒干燥机 1套 28万元 

（18）喷雾干燥塔 1套 40万元 

（19）自动颗粒包装机 3台 18万元 

（20）灌装旋盖机 1台 25万元 

（21）其他另星设备采购 若干 40万元 

（22）利旧设备搬迁调试保养 ―― 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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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改造费用（硬件部分）预算合计 2150 万元 

三、整体项目涉及的产品转移、GMP认证等其他费用预算 

1 
产品注册转移及试生产费用（按每个产品试生

产原辅料及加工成本费用 30万元计算） 
28个 840万元 

2 
搬迁过程非正式生产期间 

工资费用（停产时间 15个月算） 
150人 450万元 

3 生产许可证取证及 GMP认证等相关费用等 50万元 

4 不可预测费用 160万元 

产品转移、GMP认证等其他费用预算合计 1500 万元 

整体搬迁改造项目总预算（万元） 7500 万元 

 

3、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执行公司《工程项目管理办法》、《采购管理制

度》、《招标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技改、基建及维修工程审计实施办

法》等相关规章制度，加强项目管理，货比三家，用好每一笔资金，提高资金利

用率。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全过程监督。 

（2）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将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将密切

关注新版《药品管理法》实施动态，在项目后续的实施过程中，将及时根据新版

《药品管理法》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完善。 

五、临安制药中心目前生产品种一览表 

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剂 型 

珍珠明目滴眼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

标准 WS3-B-3218--98-2017 
滴眼剂 

利巴韦林滴眼液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二部 滴眼剂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中国药典》2015年版第二部 片  剂 

 妇乐颗粒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颗粒剂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中国药典 2015年版一部 丸  剂 

金匮肾气丸（浓缩丸） 国家标准 WS-11187（ZD-11870） 丸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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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2Z 

心无忧片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三册

WS3-B-2491-97 
片  剂 

复方鲜竹沥液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合  剂 

百合固金口服液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合  剂 

竹沥合剂 
国家标准 WS-11460（ZD-1460）

-2002-2012Z 
合  剂 

养血安神糖浆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册 WS3-B-1993-95 糖浆剂 

复方半夏止咳糖浆 
国家标准 WS-11461（ZD-1461）

-2002-2012Z 
糖浆剂 

复方野菊感冒颗粒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七册

WS3-B-3271-98 
颗粒剂 

采云曲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七册

WS3-B-3256-98 
颗粒剂 

补中益气丸（水丸）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丸  剂 

六味地黄丸（水蜜丸）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丸  剂 

杞菊地黄片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片  剂 

利胆片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片  剂 

腰痛片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片  剂 

穿心莲片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片  剂 

小儿喜食片 中药成方制剂第二册 WS3-B-0197-90 片  剂 

肌苷片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二部 片  剂 

肾宝合剂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五册

WS3-B-2913-98 
合  剂 

维血宁 中药成方制剂第二册 WS3-B-0429-90 颗粒剂 

苏肝合剂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一册

WS3-B-2148-96 
合  剂 

肌苷口服溶液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二部 口服溶液 

铁皮枫斗颗粒 企业标准 颗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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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软胶囊 企业标准 软胶囊剂 

康源软胶囊 企业标准 软胶囊剂 

铁皮石斛含片 企业标准 片  剂 

天源浸膏 企业标准 膏   剂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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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议案二： 

 

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 

并变更营业执照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7〕

102号）文件精神，原“浙江省临安市”行政区划现已调整为“浙江省杭州市临

安区”。按照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旧城改造项目征迁需要，公司临安苕溪南路

78号厂区即将整体拆迁，搬迁至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 18号，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将公司住所从“浙江省临安市苕溪南路 78 号”变更为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 18号”。 

同时，为了适应公司大健康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大健康产业，不断增强公司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过经营管理层研究决定，拟增加

以下经营范围：生产：浸膏类保健食品。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临安市

苕溪南路 78号 

 邮政编码：311300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生

产：片剂、颗粒剂、丸剂（水丸、水蜜

丸、浓缩丸）、合剂、口服液、糖浆剂、

滴眼剂、滴丸剂，软胶囊、片剂、颗粒

剂类保健食品；食品生产、销售；医疗

器械生产、销售；化妆品、卫生用品、

洗眼液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市

场经营管理；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

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 18号 

邮政编码：311300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

片剂、颗粒剂、丸剂（水丸、水蜜丸、

浓缩丸）、合剂、口服液、糖浆剂、滴眼

剂、滴丸剂，软胶囊、片剂、颗粒剂、

浸膏类保健食品；食品生产、销售；医

疗器械生产、销售；化妆品、卫生用品、

洗眼液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市

场经营管理；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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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依法须经批准凭许可证经营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围。（依法须经批准凭许可证经营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审议通过后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经营范围的变更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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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投票表决说明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关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事项说

明如下： 

    本次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投票表决。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的，为公司于 2019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该等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也可以于会议现场参加投票。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

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投票表决采取记名方式

进行，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投票表决工作由大会主持人主持，在股东代表中推举一名监票人、一名计票

人，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共同负责。 

股东填写表决票一律用钢笔或圆珠笔，不得用铅笔，字迹符号要清楚。股东

对审议事项，只能在审议事项后股东意愿项的相应栏内打一个“√”。未填、错

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

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投票结束后，由监票人收回表决票、统计数量，收回表决票等于或少于发出

表决票的，表决有效；收回表决票超过发出表决票的，表决无效。确认表决有效

后，计票人负责清点统计，表决情况由监票人向大会报告，大会主持人宣读大会

决议书。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一为普通决议议案，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通过；议案二为特别决议议案，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经表决未获通过的议案，不得对议案进行修改后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重新表

决。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