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91 

证券代码：831550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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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8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18 年 10 月 5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李宁 

6、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6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辽宁成大动物药业有限公司项下资产重组》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辽宁成大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动物”）主营业务为疫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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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苗研究与开发及技术转让等，是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成大动物 100%的股权。因动物药业主要产品为兽

用灭活狂犬疫苗的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且销售价格相对较低，动物药业历经多年

的市场拓展与销售推进，其销售数量远远小于预期，且短期内未有较大改变，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自 2017 年起已经暂停成大动物生产运营

活动。 

为更好的优化资源，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成大动物进行

资产重组，将成大动物的部分资产及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员工进行划转。公司

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成大动物全部经营性资产进行评估，并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作价参照依据，将成大动物资产合

计约 20,857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固定资产约 16,233 万元，无形资产约

4,624 万元），相关负债合计约 29,721 万元（其中递延收益 4,058 万元，其他应付

款 25,663 万元）及人员一并划转至公司。 

本次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

《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与成大动物签署《资产重组协议》。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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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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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公司人用疫苗一期工程

建设项目》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拟投资位于本溪市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分公司（以下简称“本溪分公司”）人用疫苗一期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

溪分公司项目”）。公司认真审视了本溪分公司项目建设基地本溪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布局与配套情况，对本溪分公司厂区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和调

整，有针对性地对现有厂房建筑及各种配套措施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造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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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本溪分公司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约 70,752 万元，总建筑面积约 42,613 平方

米。项目建设主要包括流感疫苗原液车间、甲肝疫苗原液车间、流脑疫苗原液车

间、HIB 疫苗原液车间以及配套的灌装制剂车间、仓储库房和部分辅助公用工程

等。项目投资完成以后将进一步扩充公司产品线，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提升整体

盈利能力，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本溪分公司人用疫苗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的公告》。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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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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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雷亚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

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

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规规

定，以及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规定，提名雷亚杰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雷亚杰女士应于以下条件获得全部满足之日

起正式就任，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雷亚杰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 

（2）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3）《公司章程》（草案）取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如需) 。 

雷亚杰女士简历详见本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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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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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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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法

规规定，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公司拟对《公司章

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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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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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法

规规定以及经公司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通过后生效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议案所述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范化运

作水平，公司拟对《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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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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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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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

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

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补充意见函》、《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定，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草案）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通过，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的公告》。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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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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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修订，公司对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草案）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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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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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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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审议通过《修改<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草

案）》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修订，公司对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决策管理制度》（草案）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草案）》。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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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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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审议通过《修改<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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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修订，公司对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草案）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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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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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 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 14 时召开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2、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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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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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目录 

经全体与会董事签字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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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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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雷亚杰女士简历： 

雷亚杰，女，生于 1965 年 10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职大连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副主任、副主任会计师、副总

经理，北京中兴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所并任副所长，万隆亚洲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并任副所长，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

所并任负责人。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辽宁分所负责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