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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2020-024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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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路 618 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8,845,7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5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

会议，经出席会议半数以上的董事选举公司副董事长郭峰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3 人，董事沈雯先生、胡兵女士、沈臻先生、独立董

事黄亚钧先生、刘熀松先生、薛爽女士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陈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高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7,178,588 99.6366 1,667,200 0.363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7,178,588 99.6366 1,667,200 0.363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7,178,588 99.6366 1,667,200 0.363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7,178,588 99.6366 1,667,200 0.363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7,178,588 99.6366 1,667,200 0.363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7,335,688 99.6708 1,510,100 0.329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6,090,512 99.3995 2,511,276 0.5473 244,000 0.0532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28,596,556 93.4075 30,249,232 6.592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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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沈雯 456,119,990 99.4059 是

9.02 郭峰 456,119,991 99.4059 是

9.03 沈臻 455,972,993 99.3739 是

9.04 胡兵 455,977,994 99.3749 是

9.05 唐继锋 455,977,995 99.3749 是

9.06 陆卫达 457,463,002 99.6986 是

10、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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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张晖明 457,910,594 99.7961 是

10.02 文学国 456,420,592 99.4714 是

10.03 徐宗宇 456,430,593 99.4736 是

11、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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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孙宜周 454,928,415 99.1462 是

11.02 陈虎 457,920,594 99.798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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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55,290,412 97.0729 1,667,200 2.9271 0 0.0000

2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55,290,412 97.0729 1,667,200 2.9271 0 0.0000

3 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
职报告 55,290,412 97.0729 1,667,200 2.9271 0 0.0000

4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55,290,412 97.0729 1,667,200 2.9271 0 0.0000

5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55,290,412 97.0729 1,667,200 2.9271 0 0.0000

6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55,447,512 97.3487 1,510,100 2.6513 0 0.0000

7 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54,202,336 95.1625 2,511,276 4.4090 244,000 0.4285

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26,708,380 46.8916 30,249,23

2 53.1084 0 0.0000

9.01 沈雯 54,231,814 95.2143

9.02 郭峰 54,231,815 95.2143

9.03 沈臻 54,084,817 94.9562

9.04 胡兵 54,089,818 94.9650

9.05 唐继锋 54,089,819 94.9650

9.06 陆卫达 55,574,826 97.5722

10.01 张晖明 56,022,418 98.3580

10.02 文学国 54,532,416 95.7421

10.03 徐宗宇 54,542,417 95.7596

11.01 孙宜周 53,040,239 93.1223

11.02 陈虎 56,032,418 98.37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杨菲、王晨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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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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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7 月 10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 号九州通 1 号楼 5 楼会议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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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10 日
至 2020 年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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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转融通业务、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
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增加 2020 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
授信计划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5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九州通员工持股计划拟授予的所有激励对象。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
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
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998 九州通 2020/7/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二）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三）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

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上述登记资料应于
2020� 年 7 月 9 日 17：00� 前到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登记时间：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8:30-11:00，下午 14:00-17:00。
（五）登记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 号公司 1 号楼 5 楼董事会秘书处。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2、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 号公司 1 号楼 5 楼董事会秘书处。
3、公司联系电话：027-84683017，传真：027-84451256，电子信箱：
believen@jztey.com，邮编：430051。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7 月 10 日

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 关于公司增加 2020 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
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
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20-025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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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和 E-MAIL 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公
司共有 9 名董事，8 名董事出席了现场会议， 沈臻先生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
由董事长沈雯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选举沈雯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选举郭峰先生、沈臻先生为

公司副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第八届董事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决定

设立董事会下属的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预算与执行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

1、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由 5 名委员组成：沈雯、郭峰、沈臻、胡兵、唐继锋，其中沈雯为主任委员。
2、预算与执行委员会
由 5 名委员组成：郭峰、沈臻、胡兵、唐继锋、陆卫达，其中郭峰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 5 名委员组成：张晖明、文学国、徐宗宇、胡兵、唐继锋，其中张晖明为主任委

员。
4、提名委员会
由 3 名委员组成：文学国、徐宗宇、沈臻，其中文学国为主任委员。
5、审计委员会
由 3 名委员组成：徐宗宇、文学国、唐继锋，其中徐宗宇为主任委员。
6、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
由 3 名委员组成：胡兵、郭峰、陆卫达，其中胡兵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郭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高军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秦正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高军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对其提名、
审议、表决程序均合法，同意上述提名。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附简历：
沈雯：男，1958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曾任第十届、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峰：男，1958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曾任上海广播器材厂厂长助
理、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本公司董事长。 曾三度荣获上海市劳动模
范称号。

沈臻：男，1982 年 7 月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本科毕业，获学士学
位，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上海紫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

高军：男，1970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复旦大学理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BA，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上海市运筹学会理事。历任
东方集团财务公司证券部经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东
方集团董事局秘书处副处长、紫江集团证券部总经理。

秦正余：男，1965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
计师，教授级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中国会计学会第七届
理事会企业会计准则专业委员会委员。 历任安徽建筑工业学院讲师、金华信托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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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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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邬碧海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
年，与经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

邬碧海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附简历：
邬碧海：男，1971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 曾任上海大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综合课课长、大华集团人力资源部副经
理、紫江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等职。 2011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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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6 月 24 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 12
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宝林主持。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了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利益

的一致性，充分调动公司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核心
骨干，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以及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就拟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事宜充分征求了员工意见后，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制定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关联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关联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拟定和修改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办理每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后续各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约定取消计划持有人的资格、提前终止本持股计划；
（4）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5）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发生变化的，授权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本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资金、证券账户相关手续以及所受让

股票的锁定和解锁以及分配的全部事宜；

（7）授权董事会拟定、签署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协议文件；
（8）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关联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关于公司增加 2020 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 2020 年度下属企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各家银

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不超过 33.11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详见公司同日的披露《九州通关于增加 2020 年度预计担保及授权公告》（临：

2020-067）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企业 2020 年度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增

加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 银行在办理授信过程中，可能要求授信
申请人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为此，在公司或下属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
机构申请授信时， 公司将根据银行等机构要求由集团内其他企业分别或共同提供
担保， 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担保； 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的担保等。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为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2020 年度增加授信
计划额度内的集团内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 关于担
保的具体事项授权各担保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
定，包括：

1.� 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
2.� 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文件等。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召

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关
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20-066）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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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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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2020 年 6 月 24 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
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
旭民主持。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1）公司不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的情形；（2）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亦不
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确定的持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持有人条件，符合员工持股
计划规定的参与对象的确定标准， 其作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4）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深化公司激励体系，健全公司长
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与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公司的凝
聚力、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并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因此，我们同意《九州通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关联监事陈莉、刘志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半数，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九州通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能
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公司与
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凝聚力、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并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关联监事陈莉、刘志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半数，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20-026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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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方式和 E-MAIL 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公司共有 3 名监事，公司监事孙宜
周先生、 陈虎先生与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邬碧海先生 3 名监事均亲
自出席了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由孙宜周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内容如下：

经公司监事会讨论，决定选举孙宜周先生为公司监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附简历：
孙宜周：男，1969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

任本公司监事长、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法律事务部总经理，上海紫竹
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
上市公司协会监事长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上海市闵行区第五届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