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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在股东大会的领导

下，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审慎、客观地审议公

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议题，切实监督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合法、合规性，在维护公司平稳、健康、

快速发展，确保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的贯彻落实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会议召开和决议通过情况 

2018 年度，监事会共召开 6 次监事会会议，其中 2 次为现场会

议，4 次为通讯会议。历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于规定时限提前为监事会成员发放相关会议材料，监事会会

议的各项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合规。会议时间、届次、议题等主要情况

如下： 

表 1:2018 年度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2018 年 4 月 10 日 
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7 年度财务决算》，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提交股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资产损失》的议案。 

2018 年 4 月 27 日 
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8 年一季度报告及相关内容 

2018 年 8 月 16 日 
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8 年 10月 25 日 
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2018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增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公告》。 

2018 年 10月 31 日 
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法律规定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的方案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

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的议

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预

案>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12月 11 日 
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六次会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法律规定的议案》；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的方案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审计报告、审阅

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有关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

的议案》； 

十、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

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吸收合并摊薄即期回报及采

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房地产业务自查报告>

的议案》；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

司本次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二、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意见 

（一）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2018年，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2次，共形成股东大会决议 16项。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2018 年，监事会全体成员按要求列席了公司董事会全部会议，

部分成员列席了报告期内的股东大会，期间认真履行监事会监督职权，

经认真核查，形成意见如下：2018 年，公司严格遵照《公司法》、《证

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各类经营

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吸收合并整体上市相关工作，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实施方案及相关细则，均严格遵照证监会、交易所

等各级监管部门的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

务过程中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无任何滥用职权损

害股东或职工利益情况的发生。 

（三）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2018 年，公司监事会遵照最新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全面、审慎的检查，通过认真审阅公司的财

务报表等资料，审查财务收支情况，我们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

内控制度完善，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的规定，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准确，完整而

全面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无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

未发现违规行为。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出具

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结论客观、公允，符合公司的客

观实际情况。 



经监事会核查，未发现参与定期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四）关联交易、担保及重大资产重组等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交易程序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公司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违规对

外担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况，也不存在

以前年度发生并延续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违规对外担保、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实施的各项方案均严格遵照《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所实

行的各项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内幕交易、侵犯股东权益、造成公司

资产流失的情形。 

 

三、内部控制监督 

  2018 年，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形式、内容符合《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的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

制工作的实施情况，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纳入内部控制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公司均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得



到贯彻实施，在重大方面能够较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公司内部的经营

风险，保证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开展，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具备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年度内，公司推进年度内管理制度更新的梳理与审查，促进管

理制度的规范化、标准化、体系化，对公司现有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优

化；通过常态化内控测评及时防范内部管理风险，对公司关键控制环

节的内控有效性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价，保障业务流程运行合法合规；

利用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在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

的基础上加强公司治理，提升运营效率；注重内控工作的宣传和交流，

以专业知识强化内部人员的风险意识，建立良好的内控环境，有效防

范经营管理中的各项风险，促进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四、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建立及实施情况 

2018 年，公司严格遵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并按规定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进行真实、

及时、完整的登记和填报。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吸收合并、整体上

市相关工作，公司对本次重组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多轮认真排

查，及时汇总信息完成填报并上传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已报备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进行严格管理和监控，确保公司内幕信息不外泄，坚决

杜绝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所知悉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发生。 



五、创新履职情况 

2018 年，是公司在新形势下提出“破局、重构、创未来”发展

定位的元年，为更好地协助公司制定重大决策、开展日常经营活动，

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监事会在继续严格遵照各项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履职的前提下，不断探索

新的工作模式，提高监事会工作的成效，为公司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

突破添砖加瓦。 

1、进一步推动公司深化改革工作 

在国企混改的大背景下，监事会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帮助公司不

断提高市场化管理水平，客观的提醒公司经营管理上存在的不足和潜

在风险，推动公司淡化行政色彩，向经营市场化、管理正规化、流程

制度化迈进，提高公司的内控制度建设水平。帮助上市公司在市场经

济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中脱颖而出，斩获更优异的经营业绩。 

2、监督与服务相结合 

公司监事会突破单一监督职能模式，倡导监督与服务相结合的新

理念。我们在开展监督检查的同时，充分利用监事会的外部优势、专

业优势、协调优势，竭尽所能为公司提供服务、纠正问题、规避风险，

最大限度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9 年，是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年份，伴随着医药行业

新规则、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公司必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公司

自身监督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愈渐突出，这就对公司监事会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结合公司的运营实际和发展布局，

对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业务要素构建更加全面、合理、

高效的监督模式，依法依规切实履行好监事会职权，完善公司风险管

控体系建设，为公司的深化改革工作及日常经营活动顺利推进再立新

功。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