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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
项工作，特制定本须知：
一、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除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中
介机构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
二、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在会议召开前 20 分钟到达会议现场办理
签到手续。大会工作人员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工作，请被核对
者给予配合。
三、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如股东及股东代表欲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可在签到时先向大会工作人员进行
登记。会上主持人将统筹安排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股东及股东代表的发言主题
应与本次会议议题相关；超出议题范围，欲了解公司其他情况的，可会后向公司
董事会秘书咨询。
四、为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在就股东的问题回答结束后，即进行现场表
决。现场会议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以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
提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该项表决为弃权。
请股东按表决票要求填写表决票，填毕由大会工作人员统一收回。
五、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合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由四人参加，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推选两名
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一名律师组成，负责计票、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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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八、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不要随意走动，手机调整为静
音状态，谢绝个人录音、录像及拍照，与会人员无特殊原因应在大会结束后再离
开会场。
九、本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东大会股
东的住宿等事项，以平等对待所有股东。
十、特别提醒：疫情防控期间，鼓励各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确
需现场参会的人员，请务必确保本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省外参会
人员需提供 7 日内有效阴性核酸检测报告，参会当日须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
做好个人防护；会议当日公司会按疫情防控要求对前来参会者进行体温测量和
登记，体温正常者方可参会，请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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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投票方式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3 月 2 日 14: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 11 号悦
康创新药物国际化产业园一楼报告厅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于伟仕先生
（五）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六）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2021 年 3 月 2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议程
（一）参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股东发言登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
股份数，介绍现场会议参会人员、列席人员
（三）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推举计票、监票成员
（五）审议会议议案
议案一：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改《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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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及提问
（七）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八）休会，统计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结果
（九）复会，宣布会议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与会人员签署会议文件
（十二）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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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改《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及登记机关关于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有关要求，公司
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如下：
生产粉针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小容量
注射剂(含抗肿瘤药、最终灭菌、非最终灭菌）、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
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散剂、栓剂
（含激素类）、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凝胶剂、干混悬剂(头孢菌素类）、
精神药品（阿普唑仑片），中药前处理和中药提取（集团内共用，限外埠从事经
营活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08 日）；生产具有 HDPE 隔
离干燥功能的药品包装瓶；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医药产品的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销售（不含零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公司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二、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29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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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0 股，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容诚验字[2020]230Z0290 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360,000,000.00 元变更为 450,000,000.00 元，公司股份
总数由 360,000,000 股变更为 450,000,000 股。
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并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三、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实际情况，公司股票发行完
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均发生了变化，现拟将《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草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草案）》”）名称变更为《悦康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章程
（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公司于【】年【】月【】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第三条

“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于【】年【】月【】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

第六条

第十三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发行注册，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000 万股，
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00 万
元。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粉针剂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粉针剂(青

(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冻干

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冻干粉针

粉针剂(含抗肿瘤类)，小容量注

剂(含抗肿瘤药）、小容量注射剂(含

射剂(含抗肿瘤类)，片剂(含头孢

抗肿瘤药、最终灭菌、非最终灭菌）、

7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

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

类、青霉素类)，颗粒剂(含头孢

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含

菌素类、青霉素类)，散剂，栓剂

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散剂、

(含激素类)，软膏剂，乳膏剂(含 栓剂（含激素类）、软膏剂、乳膏
激素类)，凝胶剂，干混悬剂(头

剂（含激素类）、凝胶剂、干混悬

孢菌素类)，药用辅料(药品生产

剂(头孢菌素类）、精神药品（阿普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15

唑仑片），中药前处理和中药提取

日)；生产具有 HDPE 隔离干燥功

（集团内共用，限外埠从事经营活

能的药品包装瓶；货物专用运输

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冷藏保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025 年 12 月 08 日）；生产具有

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 HDPE 隔离干燥功能的药品包装
医药产品的技术开发；货物进出

瓶；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道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销售(不含零售)化工产品(不含危

年 12 月 24 日）；医药产品的技术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销售（不含零售）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股，均为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5,000 万股，均

人民币普通股。

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第二百一十三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股票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效。

之日起施行。

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和公
司类型的变更登记，以及《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等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相关手
续。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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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及业务的不断扩大，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为满
足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
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降低财务成本，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 51,251.55 万元，本次拟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5,300 万元，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85%。最近 12 个月，
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因此公司最
近 12 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超募资金总额的 30%，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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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向关联
人租赁
房产及
配套设

关联人

安徽恒顺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8,000.00

占同类业务
比例（%）

6.19

2020 年度与关
联人实际发生
金额

1,300.42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1.01

因受疫情影响，为
保证公司子公司河
南康达制药有限公
司原材料供应稳
定，生产经营不受
重大影响，预计采
购额增加。

安徽万隆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300.00

3.18

69.72

0.73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安
徽太和县经济开发
区蒸汽指定供应
商，因公司子公司
悦康药业集团安徽
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需要，预计采
购额增加。

北京源通康
百医药有限
公司

200.00

0.05

53.52

0.01

/

新疆天行健
医药有限公
司

400.00

0.09

172.71

0.04

/

小计

600.00

-

226.23

-

/

北京凯诚亦
创科技有限
公司

450.00

100.00

404.37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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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0 年度与关
联人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安徽恒顺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200.00

38.07

160.69

29.81

/

安徽慧峰生
物质热电联
产有限公司

60.00

11.42

56.84

10.55

/

亦创高科（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200.00

38.07

0.00

0.00

/

小计

460.00

-

217.53

-

/

9,810.00

-

2,218.27

-

/

施

关联人
向公司
租赁房
产及配
套设施

合计

备注：1、以上表格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最终
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2、
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19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二）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与
关联人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1,500.00

1,300.42

业务需求变化，采购
减少。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00

69.72

/

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55.00

53.52

/

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180.00

172.71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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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租赁
房产及配套设
施

关联人向公司
租赁房产及配
套设施

关联人

2020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与
关联人实际发
生金额

小计

235.00

226.23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
/

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420.00

404.37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0.00

160.69

安徽悦康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司

60.00

56.84

小计

230.00

217.53

2,455.00

2,218.27

合计

/
/
/

/

备注：以上 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路北
法定代表人：于伟仕
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农药(凭
许可证经营)、兽药(凭许可证经营)、饲料(凭许可证经营)、伊维菌素及中间体 B1a
(阿维菌素)、B2a、多杀霉素、7-氨基头孢烷酸、AE-活性酯产品的生产销售，有
机肥的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106,327.48 万元，净资产为 2,208.06 万元，营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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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9,463.72 万元，净利润为-5,547.1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太和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A 区 101-104 幢
法定代表人：于峰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8 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以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农作
物秸秆收购、加工利用，光伏发电、热能项目开发、运营；热力、热水、蒸汽的
生产、销售，热力、燃气、煤气、供水管网和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销售、安装、
维护维修、技术咨询服务；电力、供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供热管网、
配电网的项目投资、运营管理业务；合同能源管理；煤炭灰综合利用和销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7,545.96 万元，净资产为 783.46 万元，营业收入
为 2,117.17 万元，净利润为 38.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思邈路 56
号院 21 号楼一至四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陈伟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9 日
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道路货物运输；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医疗器械（限Ⅰ类、Ⅱ类）、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消毒
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农药（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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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
通讯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会议服务（不含食宿）；承
办展览展示；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系统集成；专业承包；施工
总承包；租赁医疗设备；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市场调查（中介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批发药品、销售第三类
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30,128.59 万元，净资产 370.11 万元，营业收入为
42,805.76 万元，净利润为-118.1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太和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路北
法定代表人：于峰
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收购生物质燃料，供热供电，粉煤灰渣销售，电力设备检修。（依
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19,565.08 万元，净资产为-4,504.42 万元，营业收
入为 1,743.66 万元，净利润为-3,044.5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街 6 号 2 号楼二层 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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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晓明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业管理。（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4,498.23 万元，净资产为-948.55 万元，营业收入
为 3,00.41 万元，净利润为-167.8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企业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村联华仓储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张启涛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8 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一，二，三类医疗器
械，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添加剂；中药材种植、中
药研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信息咨询与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2,941.09 万元，净资产为 1,223.55 万元，营业收
入为 1,572.96 万元，净利润为 50.8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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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 11 号院 8 号楼 1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于伟仕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业管理；出租商
业用房；房地产咨询服务；餐饮管理，版权代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酒店管理；清洁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维修；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29,933.49 万元，净资产为 2,976.55 万元，营业收
入为 28.18 万元，净利润为-160.3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于伟仕持股 80.00%；于峰
持股 10.00%；于素芹持股 10.00%

2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人于峰持股 68.57%并任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于晓慧持股 17.14%

3

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关联人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

4

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司

关联人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100.00%

5

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人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于晓明任经理、执行董事

6

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启波的弟弟张启涛持有
100%股权

7

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于伟仕持股 90.00%；于晓
明持股 10.00%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
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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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向关联人采购原料
及能源，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向关联人租赁房屋提供相关服务等，交易价格遵循
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
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请关联股东回避。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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