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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券代褐:831488 江券筒称:牛宏医方 主亦券商:光大江券

江亦牛宏医方股分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袂央袂公告

一、会袂召升利出席情況

(一 )会袂召升情況

1、 会洪近失口的叶曰和方式:2018年 4月 13日 ,屯活通失口。

2、 会洪召升叶同:2018年 4月 25日

3、 会洪召升地点:公 司会袂室

4、 会洪召升方式:現場

5、 会洪召集人:董事会

6、 会洪主持人:董事K

7、 召升情況合法、合規、合章程性沈明:木次董事会的召集々

召升程序、出席会洪人員資格及表決程序符合 《中学人民共

不口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 )会袂出席情況

泣出席董事会会洪的董事人数共 5人 ,実 隊出席本次董事会会

袂的董事 (包括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共 5人。

二、桃案常洪情況

(一 )常洪通辻 《2017年 度恙姪理工作報告》袂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長保江公告内容的真実、准補和完整,没有虚仮泥

載、浜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井対其内容的真実性、准碗性不口完整性承担

今月1及逹帯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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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袂案内容

据法律法規的相夫規定,由 公司恙姪理,E根 2017年 度恙姪理工

作情況。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元

(二 )常洪通辻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板告》洪案

1、 洪案内容

2017年董事会決真履行 《公司章程》賦予的取杖,勤勉尽責 ,

秋板升晨工作。根据法律法規的相美規定,由 董事K代表董事会
'E扱

2017年 度董事会工作情況。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次情況 :

元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袂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洪。        ・

(三 )常洪通辻 《2017年年度報告及年扱摘要》袂案

1、 洪案内容

公司已姪完成 2017年度各項工作,井 以此力基拙編市1完 成《2017

年年度報告及年根摘要》。



/AN告 編号:2018-005

2、 洪案表決箸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1元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袂案需提交 2017年 度股末大会常袂。

(四 )常袂通辻 《2017年度財券決算報告》袂案

1、 袂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奔杖票数 0票 。

2、 回避表次情況 :

元

3、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袂。

(五 )常袂通辻 《2018年度財券萩算扱告》決案

1、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2、 回避表決情況 :

元

3、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洪。

(六 )常袂通ミ 《美子紋聘天衡会 itりT事 弁所 (特殊普通合侠)カ

公司 2018年度常甘机胸》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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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案内容

夭衡会廿りT事 芥所力具有近券炊立資格的常廿机胸,能彰満足公

司外部常廿工作的需要,董事会決定数聘天衡会汁りT事券所力公司

2018年 度常廿机胸。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元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決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袂。

(七 )常決通辻 《美子晩汰 2017年度美咲交易以及預汁 2018年 日

常性美咲交易的洪案》

1、 袂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対公司 2017年期同友生的部分偶友性美琺交易

碗汰女口下 :

単位:元

美咲方 交易金額

盛九オ 3,500,000.00

盛九オ 10,000,000.00

公司董事会対公司 2018年 度美咲交易萩廿女口下 :

夫駄方 萩廿友生金額

江開市力民医力有限公司 1,000,000.00

江赤準宏医方辻鎖有限公

司

単位:元

美咲交易炎力|

4肖 害葬品、医庁器械

4肖 告葬品、医庁器械、殉要方品

2、 洪案表決結果 :

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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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4票 ,反対票 0票 ,弁枚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美咲董事盛尤オ回避表決。

i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洪。

(八 )常洪通辻 《美子 2018年 恨行借款額度預汁的決案》

1、 洪案内容

根据公司 2018年度工作汁kl,結合公司財外部 |¬ 預算,公司管

理晨萩汁 2018年度流劫資金仙需求校大。力保江公司 2018年度友晨

廿表1的 落実,公 司似向銀行借款,恙額度不超ミ 1.5化元,期 限不超

辻 5年 ,核額度内可漆劫使用,井授杖恙姪理常オ♭ヒ,由 財外部 |¬ 具体

操作。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奔枚票数 0票 。

3、 口逹表決情況 :

元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洪。        ・

(九 )常袂通辻 《美子向江赤年宏医方逹鎖有限公司等二企美朕方

借款的洪案》

1、 袂案内容

因公司実際生庁姪菅需要,増加流功資金,江外準宏医葬股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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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似向美咲方江沐準宏医菱逹鎖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辻人民5000

万元,不支付不1息 ,借款叶同不超辻 360夭 ;向 美咲方盛尤オ借款不

超ミ人民市 1000万 元,不支付不1息 ,借款叶曰不超辻 360夭 ;向 夫

朕方江明盛江投資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辻人民市 1000万元,不支付不1

息,借款叶同不超ミ 360天 。

2、 袂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4票 ,反対票 0票 ,弁叔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美駄董事盛九オ回逹表決。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袂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袂。

(十 )常洪通辻 《美子公司 2017年 度不1洞 分配方案》的袂案

1、 洪案内容

因公司太子友晨除段,対資金需求校大,公司決定 2017年 度哲

不辻行不1洞分配。

2、 袂案表決箸呆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叔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元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 2017年度股末大会常洪。

(十一)常洪近辻 《夫千公司前期会廿差借更正的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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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案内容

本期公司税券稽査ネト数 2012-2015年度不可抵オロ辻項税共汁

323,319.11元 ,ネト数2012-2015年度企立所得税共廿475,469.27元 ,

納税又弁叶同リヨ属千以前年度,公 司辻行前期差借更正。

本公司釆取追湖重述法更正以上前期差借,対 2016年 財弁扱表

相夫項目的更正情況女口下 :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奔杖票数 0票 。     
‐

3、 回逹表決情況 :

元

(十 二)常袂通辻 《美子会廿政策交更的袂案》

1、 洪案内容

2017年 4月 28日 ,財 lFA部 友布了 《企立会汁准ス1第 42号一一

持有待害的ヨト流功資声、丈畳俎和冬止姪菅 )》 ,要求自2017年 5月

28日 起在所有執行企立会汁准只1的 企立疱国内施行。対子准ヌ1施行

日存在的持有待告的ヨト流劫資声、丈畳俎不口冬止姪菅,采用未来近用
|

法人理。

2017年 5月 10日 ,財政部対 《企立会汁准ス1第 16号――政府

ネト助》邊行了修■,要求自2017年 6月 12曰 起在所有執行企立会十

准ス1的 企立疱国内施行,井要求対 2017年 1月 1日 存在的政府ネト助

項 目 更正前 更正金額 更正后

庄交税費 3,992,477.50 798,788.38 4,791,265.88

盈余公秋 1,060,095。 85 -79,878.84 980,217.01

未分配不J潤 7,706,540.88 -718,909.54 6,987,6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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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未来近用法人理,対 2017年 1月 1日 至准ス1施行日え日新増的

政府ネト助根据修汀后准ス1邊行調整。

2017年 12月 25日 財政部友布財会 (2017)30号 《財政部美子

修資印友一般企立財券猥表格式的通知》,針対 2017年施行的 《企立

会廿准ス1第 42号―一持有待告的J卜 流劫資声、炎畳俎和終止姪菅》

不口《企立会甘准只J第 16号一―政府ネト助》的相美規定,対一般企立

財弁扱表格式辻行了修■,新増了 “其他lll益 "、 “資声丈畳牧益"、

“(一 )持紋姪菅浄不1潤 "和 “ (二 )冬上姪菅浄不1潤 等根表項目,

井対菅立外1丈支的核算疱曰邊行了調整。

本公司按照准ス1生数 日期升始執行前述新友布或修資的企立会

汁准ス1,井根据各准ス1衛接要求辻行調整,采用上述企立会廿准ス1后

的主要会廿政策已在附注二相美項目中夕1示 。

公司管理晨汰力前述准ス1的 采用除以下財弁扱表項 目列扱交化

外未対本集困財弁扱表声生重大影哨。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3、 口避表決情況 :

元

会nt政 策変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噛的扱zlc項 目

名称
2017年 影噛金額 2016年 影詢金額

財政部 2017年 6月 12日 友布的 《企止会lT准

ス1第 16号一政府ネト助》(財会 (2017)15号 )

其他牧益 30,000.00

昔」lタト牧入
-30,000 00

ll政 部 2017年 友布的 《企立会廿准只]第 42号

一一持有待會的♯流劫炎声、丈置俎不口終止姪

菅》(財 会 (2017)13号 )

姿F丈置収益 91,435,18

菅止外牧人
- 91,435 18

2、 洪案表決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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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常洪邁辻 《美子召升 2017年 年度股末大会》的洪案

1、 洪案内容

公司決定子 2018年 5月 16日 在公司会袂室召升 2017年 度股末

大会,常袂上述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末大会常洪的決案。

2、 袂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5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元

三、 各査文件曰永

《江亦準宏医方股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洪決洪》

特llLL公 告。

江亦準

ヽ
爆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