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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各项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不断规范公司治

理，稳步推进公司的各项业务发展。公司全体董事认真负责、勤勉尽责，为公

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了大量工作。现将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的工

作总结如下： 

一、2021 年度主要经营指标及重点工作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2,087.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35%；

营业利润为 13,258.3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6％；利润总额为 13,195.73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428.04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5.46％；实现每股收益 0.71元，同比增长 14.52%。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93,240.38 万元，同比增长 4.6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84,621.71 万元，同比增长 2.33%。 

2021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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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积极推

进内控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和三会运作等工作，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电话等线下线上多渠道常态互动，畅通投资者与

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增强了公司运作透明度，着

力塑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运行情况 

1、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举，选举产生新的第四届董事会。 

2、董事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第三届董事会共召开了 4 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召开 2 次会议。

历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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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有关规定。具体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会议决议刊登的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审议通过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 

2021 年 2 月 26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

案》； 

2、《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在杭州市钱塘

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3、《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 

2021 年 4 月 24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批准公司<2020 年审计报告>报

出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8、《关于<2020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10、《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12、《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内控制度的议案》； 

13、《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 

2021 年 4 月 26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 

2021 年 7 月 30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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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 

2021 年 8 月 24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4、《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5、《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

议案》； 

6、《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7、《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8、《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关于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10、关于注销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专户及划转募集资金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 

2021 年 10 月 22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的议案》 

3、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共召开了 3 次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会议决议刊登的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审议通过的议案 

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2021 年 3 月 18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

案》； 

2、《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在杭州市钱塘

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020年度股东大

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的议

案》； 

5、《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7、《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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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10、《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内控制度的议案》。 

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1、《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4、《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履行职责，全面

执行了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事项, 以保证各位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运作情况 

2021 年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 5 次，严格按照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开展各项工

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内控报告、定期报告等相关事

项进行了审查与监督，重点对公司各定期报告工作进行了审核。审计委员会专门

安排时间与会计师等进行了沟通，充分了解监督审计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2021 年召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 3 次，严格按照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

则开展各项工作，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等事宜进行审议。 

2021 年召提名委员会会议 3 次 ，严格按照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开展各项工

作，提名委员会委员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董事会、监事会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认真进行了核查。 

2021 年召战略委员会会议 2 次 ，严格按照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开展各项工

作，战略委员会委员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的战略发展、公司治理等提出

了建设性建议。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积极出席相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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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客观独立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及观点。在报告期内，独立董事

主要对公司定期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在杭州市钱塘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利润分配、对外担保、关

联交易、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不受公司和控股股东的影响，

切实维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检查总经理工作情况 

2021 年听取了总经理工作汇报，检查了总经理工作。总经理按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严格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各项发展计划。 

六、公司 2022 年工作思路 

2022 年，公司将继续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积极主动适应医药行业政策变化

趋势，坚持主营业务方向，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加强营销网络建设，促使各

项业绩指标顺利达成。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规范公司的运行，完善

内部控制，提升经营管理水平。（2）加强营销网络建设，省内市场精耕细作，省

外市场力求突破。（3）加快募投项目子公司浙江新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

中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4）加强生产管理、确保产品质量。（5）加强

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6）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力资

源配置。 

2022 年，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勤勉

尽责，按照既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不断规

范公司治理，确保实现公司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浙江新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