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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4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官网（www.neeq.com.cn）上发布了《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8-008】），由于该公告

存在错漏，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对“第七节 融资及利润分配情况”之“ 五、间接融资情

况”进行更正。 

更正前： 

融资方式 融资方 融资金额 利息率% 存续时间 是否违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开元

支行 

8,000,000.00 475.00% 2017/03/13-2018/03/12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德

支行 

14,600,000.00 457.00% 2017/01/03-2018/01/02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德

支行 

40,000,000.00 457.00% 2017/06/30-2018/01/19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德

支行 

20,000,000.00 457.00% 2017/11/29-2018/11/27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德

支行 

20,000,000.00 457.00% 2017/12/19-2018/12/1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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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 建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洋支行 

10,000,000.00 630.00% 2017/04/01-2018/03/20 否 

银行贷款 建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洋支行 

6,000,000.00 630.00% 2017/05/24-2018/05/20 否 

银行贷款 建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洋支行 

10,000,000.00 630.00% 2017/07/10-2017/12/20 否 

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营业

室 

5,000,000.00 522.00% 2017/02/23-2017/08/21 否 

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营业

室 

7,000,000.00 522.00% 2017/06/06-2018/06/04 否 

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营业

室 

7,000,000.00 522.00% 2017/09/08-2018/09/07 否 

合计 - 147,600,000.00 - - - 

更正后: 

融资方式 融资方 融资金额 利息率% 存续时间 是否违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开元支行 8,000,000.00 4.75% 2017/03/13-2018/03/12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14,600,000.00 4.57% 2017/01/03-2018/01/02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40,000,000.00 4.57% 2017/06/30-2018/01/19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20,000,000.00 4.57% 2017/11/29-2018/11/27 否 

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20,000,000.00 4.57% 2017/12/19-2018/12/18 否 

银行贷款 建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洋

支行 

10,000,000.00 6.30% 2017/04/01-2018/03/20 否 

银行贷款 建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洋

支行 

6,000,000.00 6.30% 2017/05/24-2018/05/20 否 

银行贷款 建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洋

支行 

10,000,000.00 6.30% 2017/07/10-2017/12/20 否 

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5,000,000.00 5.22% 2017/02/23-2017/08/2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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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营业室 

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营业室 

7,000,000.00 5.22% 2017/06/06-2018/06/04 否 

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营业室 

7,000,000.00 5.22% 2017/09/08-2018/09/07 否 

合计 - 147,600,000.00 - - - 

（二）对“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情况”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之“（一）基本情况”进行

更正。 

更正前：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学历 任期 年度薪酬 

陈阳贵 董事长、总经理 男 67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358,690.74 

汪贤玉 
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男 59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299,664.96 

涂永福 副董事长 男 65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284,509.82 

仇永生 董事、副总经理 男 59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289,307.08 

关卫军 董事、副总经理 男 55 中专 2015.12.15-2018.12.14 284,509.82 

郝炳炎 董事 男 56 中专 2015.12.15-2018.12.14 278,096.30 

张福利 独立董事 男 51 博士 2017.06.27-2018.12.14 60,000.00 

张群华 独立董事 男 47 硕士 2017.06.27-2018.12.14 60,000.00 

沈梦晖 独立董事 男 40 硕士 2017.06.27-2018.12.14 60,000.00 

徐旭平 董事会秘书 男 54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195,625.14 

陈旭君 财务总监 女 41 本科 2015.12.15-2018.12.14 195,557.60 

范富良 监事会主席 男 49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163,035.00 

王国平 监事 男 45 专科 2017.04.08-2018.12.14 167,151.00 

仇缷松 职工代表监事 男 55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177,450.00 

董事会人数： 9 

监事会人数： 3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6 

更正后：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学历 任期 年度薪酬 

陈阳贵 董事长、总经理 男 67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358,690.74 

汪贤玉 
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男 59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299,664.96 

涂永福 副董事长 男 65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284,5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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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永生 董事、副总经理 男 59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289,307.08 

关卫军 董事、副总经理 男 55 中专 2015.12.15-2018.12.14 284,509.82 

郝炳炎 董事 男 56 中专 2015.12.15-2018.12.14 278,096.30 

张福利 独立董事 男 51 博士 2017.06.27-2018.12.14 25,000.00 

张群华 独立董事 男 47 硕士 2017.06.27-2018.12.14 25,000.00 

沈梦晖 独立董事 男 40 硕士 2017.06.27-2018.12.14 25,000.00 

徐旭平 董事会秘书 男 54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195,625.14 

陈旭君 财务总监 女 41 本科 2015.12.15-2018.12.14 195,557.60 

范富良 监事会主席 男 49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163,035.00 

王国平 监事 男 45 专科 2017.04.08-2018.12.14 167,151.00 

仇缷松 职工代表监事 男 55 专科 2015.12.15-2018.12.14 177,450.00 

董事会人数： 9 

监事会人数： 3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6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变更外，公告中其它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浙江大洋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与本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2018-024）同时披露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 （www.neeq.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