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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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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陈春雁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开经第二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发出，满足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应提前 15 天通知的要求；会议通知以公告形式发出，符合公司章程约定的通知

形式。由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4,410,3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4%。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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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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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股数 69,609,44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反对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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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8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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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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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股数 69,609,44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反对股数

4,800,8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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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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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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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74,410,33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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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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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股数 69,609,44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反对股数

4,800,8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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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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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69,609,44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反对股数

4,800,8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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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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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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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股数 74,410,33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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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否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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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一）对外担保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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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限：3年。 

（二）本次对外担保属于关联交易 

（三）本次对外担保不存在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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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名称：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L0F3Q64 

成立日期：2018年 08月 09日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二路 101 号经开智造 2045 创新谷智能制造创新中

心 D226 

法定代表人：刘仲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 

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股东持股 40%，王天赋为深圳中凝

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天赋为公司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海波为

父子关系。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给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佳新材湖北环保凝胶产业园有限公

司硅凝胶固化剂的独家配套供应权，因此公司为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该担保无需定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中凝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的 3000 万元人民币

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间为三年，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是在主合

同及各具体合同项的所有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及违约金等。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稳定发展，关联交易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854,51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2%；反对股数

15,889,53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8%；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方珠海中海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国华凝胶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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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仁投资有限公司、王海波、王天赋、刘仲康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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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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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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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湖北硅金凝节能减排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4397089882T 

成立日期：2014年 07月 01日 

注册地址：仙桃市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中元 

实际控制人：王天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408.451万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 

王天赋为公司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海波为父子关系，王天赋为深圳中凝科技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为湖北硅金凝节能减排科技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国佳新材湖北环保凝胶产业园有限公司与湖北硅金凝节能减排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交

易系双方自愿进行，遵循公平、自愿原则，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定价公允合理，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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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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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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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还约定

了质量标准、包装运输、到货延期及安装调试、知识产权、结算方式、保密条款等。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自愿进行，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存在重大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1,589,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2%；反对股数

9,062,25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8%；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方珠海中海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国华凝胶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珠海

励仁投资有限公司、王海波、王天赋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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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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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股数 69,609,44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反对股数

4,800,8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公告编号：201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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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目录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