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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550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7 月 3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宁主持，

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

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本次发行并上市”），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

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必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

修改的意见的函》（“《补充意见函》”）、《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草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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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

但不限于对章程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等进行调整

和修改）。 

《公司章程》（草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并经监管部门核准，于公司本次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公司章程将继续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高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

高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高军先生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姚建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特别规定》、《必备条款》、《补充意见函》、《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

关规定，提名姚建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姚建华女士应于

以下条件获得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就任，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姚建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3、《公司章程》（草案）取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姚建华女士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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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陈克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特别规定》、《必备条款》、《补充意见函》、《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

关规定，提名陈克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克兢先生应于

以下条件获得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就任，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陈克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3、《公司章程》（草案）取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陈克兢先生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易晓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特别规定》、《必备条款》、《补充意见函》、《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

关规定，提名易晓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易晓刚先生应于

以下条件获得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就任，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易晓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3、《公司章程》（草案）取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易晓刚先生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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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经股

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经股东

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大

http://www.neeq.com.cn/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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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决

策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

的有关规定，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

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5）。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草案）

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

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

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医药制造公司》、《上市规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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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颁布的其

他规定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修

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草案）经股东大

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

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

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68）。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http://www.neeq.com.cn/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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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经股

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草案）经

股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

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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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

理制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草案）

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

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经股

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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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

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草案）经股

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

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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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

（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草案）经股东大

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

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

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

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

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

理制度》（草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

此之前，现行《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

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http://www.neeq.com.cn/


                                                    公告编号：2018-047 

11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辽宁成大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有关规定，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

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草案），详

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草案）经

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行《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重大差

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上市

规则》、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颁布的其他相关规定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修订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草案），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修订<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草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现

行《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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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工作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制度>（草案）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权力，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

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

况，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工作制度》（草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守则>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守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

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守则>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8）。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

易守则》（草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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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多元性

政策>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

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多元性政策》（草案），详见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多元性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多元性政策》（草案）经董

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议事规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1）。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草

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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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规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2）。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草

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63）。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

则》（草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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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工作规则》（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辽宁成

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4）。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草

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

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上市规则》、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颁布的其他相关规定及本次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

度》（草案）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及保密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及保密制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及保密制度》（草案）

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

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

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

案）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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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草案）经董

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制度>

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

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

案）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草案）的有关规定，制定

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制度》（草

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新闻发言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制度》（草案）经董事会

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证券

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就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上市规则》、香港证监会、

香港联交所颁布的其他相关规定及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的《公司章程》（草

案）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草案）的有关规定，制定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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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公司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证券与上

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制度》（草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

的《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

工作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 

本次审议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

案管理工作制度》（草案）经董事会批准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

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三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8年 7月 23日 14时召开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董事会及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三、备查文件 

经全体与会董事签字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6 日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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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军先生简历： 

高军，男，生于 1968 年 11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员，沈阳生物技术研究所技术员，沈阳

三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主管。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姚建华女士简历： 

姚健华，女，生于 1967 年 4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职于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现任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财务总监。 

陈克兢先生简历： 

陈克兢，男，生于 1986 年 8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

曾任职大连理工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

管理系副主任、财务管理教研室主任、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德

管理控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讲师、硕士生导师。 

易晓刚先生简历： 

易晓刚，男，生于 1972 年 12 月，港籍，硕士学历。曾任职华润集团香港公

司，百安居（中国）上海副总裁，阿姆斯壮世界工业（中国）(NYSE:AWI)上海

大中华区总经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HKEX:01336)北京股权投资负责人，现任

上海润展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