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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科     编号：临 2019-24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 3月 27 日，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

园行政楼会议室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董事张寓帅、张红伟、卢建权、

李义涛、何凤荣、钟章保，独立董事张再鸿、谢娟、徐友龙到会。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寓帅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与会董事发表了如下确认意见：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中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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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天健审〔2019〕11 

-30 号《审计报告》，母公司上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 373,073,513.81 元，母公

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290,656,369.59 元，分配红利 0 元，提取盈余公积

29,065,636.96 元，2018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634,664,246.44 元，资本公

积金 1,297,970,372.42 元。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回购股份事项，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将不参与利润分

配，因此公司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

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公司目前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4240.87万股，以总股本扣除

已回股份后的股数为基数，预计公司 2018 年年度派发现金红利不超过

208,004,199.13 元（含税），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例低于 30%，主要原因是公司正在实施回购股份事项，资金需求大。本

次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公司未来现金流状况以及回购股份资金需求，兼顾公司

持续发展与股东回报的需求，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回购股份以及日常生

产经营。 

经测算，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金额占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预计将达到 30%或以上，符合

《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续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期限一年，

自 2019 年 4月 22日起至 2019年 4月 21日止。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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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联交易的议事规则，本公司关联董事张寓帅先生、张红伟先生、卢建

权先生回避表决。由于交易涉及金额大于 3000 万元且大于公司净资产的 5%，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该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9 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审计

工作的总结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提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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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贷款的议案》（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不超过 31.39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其中

存量续贷额度为 23.39 亿元，新增银行贷款额度为 8亿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十八、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2018 年公司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通过控股宜昌东阳

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进入医药制造行业。经充分

考虑公司当前发展战略及业务经营的情况，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能有效实现对公司

的全面管理，提高董事会战略决策水平，公司拟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构成进

行调整，调整如下： 

（一）因本次成员调整原因，卢建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二）因本次成员调整原因，何凤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9 票同意、0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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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0票弃权） 

（三）推选唐新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9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四）推选张英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9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本次董事会成员调整后，董事卢建权先生、何凤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

各董事委员会成员，卢建权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其他成员保持不变。新

增两名董事候选人具有医药制造行业相关专业知识或管理经验，有利于公司董事

会今后发展医药制造业务时作出更专业的判断，提高董事会战略决策水平。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

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并对其提

供保证担保的议案》（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并

对其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9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发布的《广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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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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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唐新发，男，49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2002

年 8 月至今担任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 年 5 月至

今担任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2015 年 11月至

今担任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今担任深

圳市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1 月至今担任东莞东阳光太景医药研发

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2、张英俊先生：男，40 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6 月担任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研究院项目组长；

2009年 7月至 2010年 6月担任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8 月担任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兼东阳光

研究院新药所所长；2015 年 9 月起至今担任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药业

研究院院长兼东阳光研究院新药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