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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2年 7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3点 30分。 

2、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香积路 55号振德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系统及起止时间 

1、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7月 25 日至 2022年 7月 25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 9:15-15:00。 

三、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603301 振德医疗 2022/7/18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鲁建国先生 

六、会议议程 

1、主持人宣读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并宣布会议开始。 

2、公司董事会秘书季宝海宣读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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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 

2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提案》 

应选董事（6）人 

3.01 《关于选举鲁建国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3.02 《关于选举沈振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3.03 《关于选举沈振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3.04 《关于选举徐大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3.05 《关于选举张显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3.06 《关于选举王佳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提案》 

√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提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4.01 《关于选举倪崖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提案》 

√ 

4.02 《关于选举李生校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提案》 

√ 

4.03 《关于选举朱茶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提案》 

√ 

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

提案》 

应选监事（2）人 

5.01 《关于选举胡修元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
东监事的提案》 

√ 

5.02 《关于选举车浩召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

东监事的提案》 

√ 

4、股东发言提问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回答。 

5、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6、股东大会（现场）就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7、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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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现场会议暂时休会，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传送至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9、宣读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0、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1、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作见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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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

定本会议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自觉遵守。 

一、董事会应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进行、提高议

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会议召开前十五分钟到达

会场，按规定出示相关证件，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三、会议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不计入表决数。特殊

情况，听从见证律师意见。 

四、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不得录音录像，以保持会场正常秩序。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并履行法定义务和遵守规则。股东要求临时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

询的应当举手示意，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进行。 

六、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七、现场投票采用书面表决方式，请股东按表决票要求填写审议

意见。 

八、会议表决计票工作由会议推选的股东代表担任；监票工作由

监事和见证律师担任；表决结果由主持人宣布。 

九、对违反本须知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制止，以保证

会议正常进行，保障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十、特别提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鼓励各位股东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参会。确需现场参会的，请务必确保本人体温正常、无呼吸 

道不适等症状，参会当日须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护；会 

议当日公司会按绍兴疫情防控要求对前来参会者进行登记，请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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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为建立完善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薪酬激励机制，根据《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公司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及周边地

区薪酬水平，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定公司第三届

董事薪酬方案如下： 

1、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的非独立董事，按其所在岗位的薪酬标

准领取薪酬，不再另行发放董事津贴。 

2、未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的非独立董事，任期内领取董事津贴，

标准为人民币 15万元/年（含税）。 

3、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人民币 15万元/年（含税）。 

4、不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的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以及按《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履行职责时所发

生的相关费用均由公司承担。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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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及周边地区薪酬水平，公司拟定

第三届监事薪酬方案如下： 

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的监事，按其所在岗位的薪酬标准领取薪酬，

不再另行发放监事津贴。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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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须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9名董

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对鲁建国、沈振芳、沈振东、徐大生、张显涛、王佳芬进行相关任职

资格审查后，董事会提名以上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现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

选举产生。如本提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上述非独立董事的

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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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鲁建国先生，出生于 1970年 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高级经济师，大专学历。历任绍兴市越厦医用保健品厂供销员、

供销科长、副厂长、厂长，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浙江振德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

振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振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

昌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昌正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河南振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绍兴托美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绍兴好士德医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鄢陵振德生物质能源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联德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联德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

羚途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绍兴振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经理，Rocialle Healthcare Limited 董事，浙江斯坦格运

动护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馨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杭州公健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沈振芳女士，出生于 1972年 5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历任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许昌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董

事，振德医疗用品（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新起点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 

沈振东先生，出生于 1974年 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高中学历。历任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采购员、销售代表、

国际销售部经理、伤口护理国际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许昌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振德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Rocialle Healthcare Limited 董事，振德埃塞

俄比亚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大生先生，出生于 1974年 12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历任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销售代表、国际销售

部经理、手术感控国际事业部总经理、董事，许昌正德医疗用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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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许昌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董

事，许昌正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振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联德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浦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Rocialle Healthcare Limited董事。 

张显涛先生，出生于 1977年 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历任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许昌振

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助理，上海亚澳

医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亚澳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

理，南通振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苏州美迪斯医疗运

动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嘉迪安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绍兴振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蓝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湖南思捷泰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王佳芬女士，出生于 1951年 10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高级经济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历任上海市星火农场、

芦潮港农场党委副书记、场长,上海农场管理局工业外经处处长,上海

牛奶（集团）有限公司和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纪

源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和平安信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悉地工程设计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

司独立董事,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观诘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东方女性领导力发展中心理事长,上海领教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家领教,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良

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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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须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9名董

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对倪崖、李生校、朱茶芬进行相关任职资格审查后，董事会提名以上

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

后）。 

上述候选人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审核无异议通过，现提交公

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如

本提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上述独立董事的任期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振德医疗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 

第 13 页 共 15页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倪崖先生，出生于 1961年 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二级研究员，硕士。历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

副院长，浙江普发科技开发中心总经理，浙江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副院长。现任杭州

医学院/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医药生物技

术协会转化医学分会副主委、浙江省转化医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

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 

李生校先生，出生于 1962年 5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经贸系党支部书记、

经管系主任、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党总支副

书记、绍兴文理学院越商研究院院长、绍兴文理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现任中国心连心化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富润数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万铭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金昌启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金昌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茶芬女士，出生于 1980年 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浙江大学管理

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数码

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中控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振德医疗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 

第 14 页 共 15页 

 

提案五：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提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3名监

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在充分了解胡

修元、车浩召的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后，

公司监事会提名以上人员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现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

选举产生。如本提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上述股东代表监事

的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以上提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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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股东代表监事简历： 

胡修元先生，出生于 1977 年 4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技术员、

研发经理、研究院院长。现任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研究院院长。 

车浩召先生，出生于 1988 年 3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硕士学历。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研发工程

师，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研发工程师、技术部产品开发

工程师。现任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产品开发部产品

主管。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