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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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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9日 

2.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金帆万源酒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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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1,461,1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3%。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105,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列席 7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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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公司无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

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负责任的态度，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工作做

了总结，由董事长代表董事会作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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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二）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议案内容： 

公司财务数据内容详见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络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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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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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情况予以汇

报。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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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四）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议案内容：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

要予以汇报。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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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五）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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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将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

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元（含税）。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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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1.议案内容：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同意聘请其继续为公司提供 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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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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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6万元/年（税后），其履行职务的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38,57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反对股

数 2,08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股数 20,0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网上投票统计表中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500 股。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增加投资者保护条款并修改公司章程》 

1.议案内容： 

公司根据发展需要，拟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如下： 

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

用；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

医院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品牌管理；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化妆品批发；广告设计、代理；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拟增加投资者保护条款如下： 

若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应充分考虑股东

合法权益，并对异议股东作出合理安排。公司终止挂牌过程中应制定合理的投资

者保护措施，其中，公司主动终止挂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制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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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者保护措施，通过提供现金选择权、回购安排等方式为其他股东的权益提

供保护；公司被强制终止挂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该与其他股东主动、

积极协商解决方案，可以通过设立专门基金等方式对投资者损失进行合理的补

偿。 

因上述变更，需要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现拟用章程修正案的方式，对公司

章程进行修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0,6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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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

上投票统计表中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500 股。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一）审议通过《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独立董事》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向年度股东大会提交 2021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0,6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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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

上投票统计表中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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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关于开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股转系统办发

〔2021〕116 号）及相关安排，公司对 2021 年度治理情况进行专项自查，并根

据自查情况编制相关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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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三）审议通过《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

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负责任的态度，公司监事会对 2021 年工作做

了总结，由监事会主席代表监事会作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441,15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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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股，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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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四）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议案内容 

（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现提名

李昕隆先生、李小丽女士、吴剑雄先生、周炯先生、罗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7.1 提名李昕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7.2 提名李小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7.3 提名吴剑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7.4 提名周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7.5 提名罗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8）《关于提名陈益平先生和许郭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提高公司治理及内控管理水平、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进一步优化董事会成员构成，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董事会现提名陈益平先生和许郭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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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提名陈益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8.2提名许郭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现提名

左豪杰先生和刘苗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4.1提名左豪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4.2提名刘苗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是否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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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7.1 提名李昕隆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 

31,536,471 100.24% 是 

7.2 提名李小丽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 

31,441,571 99.94% 是 

7.3 提名吴剑雄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 

31,441,571 99.94% 是 

7.4 提名周炯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31,441,571 99.94% 是 

7.5 提名罗乐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31,441,571 99.94% 是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上投票统计表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3000 股。 

 

3.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8.1 提名陈益平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31,456,751 99.99% 是 

8.2 提名许郭晋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1,464,351 100.0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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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上投票统计表中《关于提名陈益平先生和许

郭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1200 股。 

 

 

4.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4.1 提名左豪杰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 

31,445,831 99.95% 是 

14.2 提名刘苗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 

31,435,271 99.92% 是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上投票统计表中《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41200 股。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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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1 年

度利润

分配方

案 

85,654 81.07% 0 0% 20,000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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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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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1 提名李昕隆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180,974 171.29% 是 

7.2 提名李小丽女士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86,074 81.47% 是 

7.3 提名吴剑雄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86,074 81.47% 是 

7.4 提名周炯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86,074 81.47% 是 

7.5 提名罗乐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86,074 81.47% 是 

8.1 提名陈益平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101,254 95.84% 是 

8.2 提名许郭晋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108,854 103.03% 是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上投票统计表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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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上投票统计表中《关于提名陈益平先生和许

郭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的显示未明示表决权数 1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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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昊，何新宇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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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决

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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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昕

隆 

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罗乐 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周炯 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李小

丽 

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吴剑

雄 

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陈益 独立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2021年年度股东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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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9 日 大会 

许郭

晋 

独立董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左豪

杰 

监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刘苗 监事 任职 2022 年 5月

9 日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五、备查文件目录 

《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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