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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特制订股东大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但需由公

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 

三、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 

四、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股东以其

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

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当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

“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未填、错填、涂改、字迹

无法辨认的表决票视为无效。网络投票方式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的投票方式，参见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表

决票说明。 

七、 议案一涉及回避表决，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八、 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任何人不得扰乱大

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震动状态。 

九、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和上海金融办、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包括有价证券），所有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十、 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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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14：30 

（二）召开地点：上海市北京西路 1320 号 1 号楼一楼西侧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董事长周斌先生 

（四）与会人员：1、截至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人员；4、其他人员。 

二、会议议程 

（一）董事会秘书宣读会议须知 

（二）主持人报告股东现场到会情况 

（三）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四）股东代表提问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六）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七）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八）网络投票结束后，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九）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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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的议案》，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董

增贺先生、魏宝康先生和李晓娟女士回避表决。 

对于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表示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 2019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做

出预计，该议案后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9 年度 1-9 月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19 年 1-9 月实际发

生金额 

1 购买商品 

中国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10,884.22 11,541.97 

2 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140,195.16 117,902.06 

3 接受劳务 4,342.25 2,506.55 

4 房屋租赁（出租） 36.40 18.55 

5 房屋租赁（承租） 4,443.35 1,096.19 

6 往来贷款利息 5,934.25 1,864.00 

（三）本次拟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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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2019年1-9月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综合考虑2019年度经营发展需

要，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在购买和销售商品等日常经营业务范围内的关联交易金额预

计较年初将增加66,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度原预

计发生金额 

2019 年度调整后

预计发生金额 
预计增加额 

1 购买商品 中国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10,884.22    16,884.22  6,000.00  

2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140,195.16   200,195.16  60,000.00  

除上述两项交易类别外，其余关联交易类别的预计金额与年初相比保持不变。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国药集团及其下

属子公司之间发生采购商品、销售产品、为关联人提供劳务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经交易双

方友好协商并以市场化原则确定，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事药品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

的正常业务范围。由于医药产品种类繁多，生产经营具有连续性特点，且国药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医药商业、药品及中间体的生产、研发等各个领域，公

司与关联方发生采购商品、销售产品等关联交易行为，均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

展，并在日后的生产经营中还会持续进行。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请审议。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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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

其他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名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董增贺先生、魏宝康先生、杨军先生、李晓娟

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请审议。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7 

 

附件：候选人简历 

周斌先生，1968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历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信息室主任、市场投资部部长、院长助理、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中国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曾兼

任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院长、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长；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李智明先生，1962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历任新疆新特药民族药公

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期间兼任新疆自治区医药管理局组建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历任新疆药业集团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曾任国药集团

新疆药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

裁、党委副书记。 

现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董增贺先生，1966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历任东北制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东北制药总厂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沈阳第一制药厂厂长兼党

委书记；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任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现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医

药工业研究总院董事；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魏宝康先生，1968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执业药

师。历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车间技术主任、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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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副厂长；福建顺顺制药联合公司营销总监；厦门星鲨药业集团怀德居医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等职；曾任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董事、院长、党委副书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法

定代表人；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国药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监事；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谷方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杨军先生，1966 年出生，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营销师。历任中国医药工业公

司办公室秘书、供销处副处长、综合计划部经理、制剂部兼中药部经理、经营业务

总部副经理、市内营销总监并兼任医院部经理；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

副主任、主任、国际合作部主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现任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李晓娟女士，1976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美国

注册管理会计师。曾历任北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副部长；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审计监察办公室主任兼任

规划发展与项目管理部经理及投资规划部经理、审计部经理；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部副主任、审计部主任等职务。 

现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现

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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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

他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名印春华先生、郑先弘先生、田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请审议。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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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印春华先生，1965 年出生，博士，曾任职武汉第四制药厂、南京国科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从事新药研发，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出站。 

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新药评审专家；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先弘先生，1974 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硕士。中国证券业从业注册会

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助理、项目经理、

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等职务。 

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田侃先生，1963 年出生，教授、律师。曾任职原南京中医学院社科部、医管系，

南京中医药大学原经贸管理学院、卫生经管学院，从事医药卫生法规政策研究及实

务工作。 

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经管学院院长、中医药发展

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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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

他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名齐子越先生、邢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中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

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另有 1 名监事会成员，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请审议。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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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候选人简历 

齐子越先生，中国香港籍，1987 年出生，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学

士学位。历任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分析师，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

董事，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

席董事、董事总经理。 

现任华融（香港）产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邢永刚先生，1976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历

任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干部，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法律事务部业

务主管、高级业务主管、主任助理、法律事务部副主任、法律事务部主任，中国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现任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兼任国药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国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