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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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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7 月 22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19 年 7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陈春雁先生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会

议召开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出席董事 7 人。 

董事王海波因身体不适缺席，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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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一、《公司章程》第七条原为“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拟修订为“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一款原为“公司营业范围：高分子凝胶核心材料及

其在健康、环保等领域产业化应用的研发、推广、制造与销售。重金属吸附凝胶、

保水凝胶、环保产业链技术装备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环保设备控制系统相关计

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与维护、网络工程。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化工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护肤类、洁肤类化妆品的生产（有

效期至 2018年 8月 7 日）及销售。生产及销售Ⅱ类医疗器械：6826物理治疗及

康复设备，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9 年 5 月 12 日）。批发与零售Ⅱ类医疗器械：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

材料及辅料。I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及销售；智能穿戴服饰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拟修改为：“高分子凝胶核心材料及其在健康、环保等领域产业化应用的研发、

推广、制造与销售。重金属吸附凝胶、保水凝胶、环保产业链技术装备的开发、

生产与销售；环保设备控制系统相关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与维护、网络工程。

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

批发、零售。护肤类、洁肤类化妆品的生产及销售。生产及销售Ⅱ类医疗器械：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料。批发与零售Ⅱ类医疗器械：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I类医疗器械的

生产及销售；智能穿戴服饰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三、《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原为“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不设副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有权指定两名董事成员。” 

拟修订为“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设副董事长 1人；公司实际

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有权指定两名董事成员。” 

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梁红：总经理人选因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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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随总经理人选变更，影响公司稳定。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议案 

1.议案内容：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七条原为“董

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拟修订为“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将由王海波变更成总经理陈春

雁。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梁红：总经理人选因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法定代表人随总经理人选变更，影响公司稳定。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拟将公司经营范围修改为“高分子凝胶核心材料及其在

健康、环保等领域产业化应用的研发、推广、制造与销售。重金属吸附凝胶、保

水凝胶、环保产业链技术装备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环保设备控制系统相关计算

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与维护、网络工程。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化工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批发、零售。护肤类、洁肤类化妆品的

生产及销售。生产及销售Ⅱ类医疗器械：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58 医用

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批发与零售Ⅱ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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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

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I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及销售；智能穿戴服饰的开发、

生产与销售。”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做如下修改： 

原第五条“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不设副董事长；公

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有权指定两名董事成员。” 

拟修订为“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设副董事长 1人；公司实际

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有权指定两名董事成员。”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梁红：鉴于公司目前规模不需要设立副董事长。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修改公司章程相关事宜》

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变更公司营业范围、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的组成，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变更相关事宜，根据有关规定拟定并提交申请文件及办理其他相关

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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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梁红：总经理人选因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法定代表人随总经理人选变更，影响公司稳定。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取消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议案 

1.议案内容：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8月 23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 2017年第二次会议以及 2017年 9月 12 日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990万股（含 990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99 元/股。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股票发行计划。

本次股票发行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影

响。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议案 

1.议案内容： 

关联公司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分子凝胶材料研产销及药品、

医疗器械产品供应链管理的专业公司。为保证大型药品、医疗器械仓储中心建设

需求，拟向华夏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贷款 3000 万元。公司拟为关联公司中凝

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保证金额为 3000 万元，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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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3年。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2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李京源：鉴于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不应对外担保。董事梁

红：该担保大大增加公司风险。 

3.回避表决情况： 

董事王梦纯为本议案的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子公司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2019年 4月 10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佳新材湖北环保凝胶产业园有限公司与

其参股子公司湖北硅金凝节能减排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气凝胶设备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GJXC201904001，约定湖北硅金凝节能减排科技有限公司向国佳新材

湖北环保凝胶产业园有限公司采购气凝胶毡性干燥隧道炉 1套，合同金额为 435

万元人民币。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梁红：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资料不充分。 

3.回避表决情况： 

董事王中元、董事王梦纯为本议案的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王海波先生向公司申请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应

补选一名董事。现提名刘仲康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经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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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刘仲康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属于《公司法》第 146 条所指

人员，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梁红：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请辞董事、董事长

职位表示反对。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特提请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修改公司章程相关事宜的议案》 

6、《关于取消 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7、《关于为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补充确认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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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目录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