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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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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4日 

2.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140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李昕隆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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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4,767,2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5%。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2人，董事周炯、段兰春和刘绍林因个人原因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李可嘉因个人原因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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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刘绍林先生和段兰春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吴剑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

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李小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公

司股本的 0.02%，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9,491,073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1%；反

对股数 5,276,16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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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苗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近日公司监事会收到李可嘉辞去监事的辞职信。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推荐刘苗为监

事，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9,491,073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1%；反

对股数 5,276,16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9%；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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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否决《关于提名孙佳林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苏疌

泉高特佳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作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现

提名孙佳林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被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

股本的 0.00%，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被提名

人员履历如下： 

孙佳林，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硕士（苏州大学

国际经济法专业）；2008年 6月加入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具有丰富

的医疗投资经验和资本市场运作经验，曾获得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青年投资人

100”等奖项。现任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895,53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4%；反

对股数 35,519,69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4%；弃权股数

1,352,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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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提名

董事

的议

案 

8,091,132 18.07% 51,500 0.12% 0 0.00% 

2 关于提

名刘苗

为公司

第四届

监事会

监事的

议案 

8,091,132 18.07% 51,500 0.12% 0 0.00% 

3 关于

提名

孙佳

林女

士为

公司

第四

届董

事会

董事

候选

人的

议案 

2,670,874 5.97% 4,119,758 9.20% 1,352,000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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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兴辉，田昊。 

 

（三）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议案生效情况 

姓名 职位 职位变动 生效日期 会议名称 生效情况 

吴剑

雄 

董事 任职 2020 年 8月

4 日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李小

丽 

董事 任职 2020 年 8月

4 日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刘苗 监事 任职 2020 年 8月

4 日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段兰

春 

董事 离职 2020 年 8月

4 日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刘绍

林 

董事 离职 2020 年 8月

4 日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李可

嘉 

监事 离职 2020 年 8月

4 日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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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是否审议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 

□是 √否  

六、备查文件目录 

《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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