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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月9日（星期二），下午2:0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40层4009  

              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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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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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9日的9:15-15:00。 

主 持 人：官庆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到会股东人数及代表股份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审议并讨论下列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四、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五、推选监票人 

六、监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票 

七、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现场会议结束。待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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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后认为，官庆、王祥明、余海龙、杨春锦、贾谌、郑昌泓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中对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六章一百四十七条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任何

情形，适宜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现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如下： 

1. 提名官庆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2. 提名王祥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之日起计算。 

 

上述议案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后附：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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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官庆先生，男，1964 年 8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候补委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建西南办事处主任；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总经理、党组成员。2015 年 5 月起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现更名为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海

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官庆先生除担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党组书记外，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股

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目前，官庆先生持有

本公司股份 45 万股。官庆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王祥明先生，男，1963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长；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成员，先后兼任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城市综合建设部总经理，中建西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建京

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 5 月起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现更名为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16 年 8 月起任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王祥明先生除担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

副书记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目前，王祥明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6 万股。王祥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

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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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后认为，官庆、王祥明、余海龙、杨春锦、贾谌、郑昌泓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中对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六章一百四十七条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任何

情形，适宜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现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如下： 

1. 提名杨春锦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 提名余海龙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 提名贾谌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4. 提名郑昌泓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之日起计算。 

 

上述议案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后附：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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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杨春锦先生，男，1950 年 11 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大学普通班学历。1986 年 10 月起任水电部干部司副处长，1988

年 6 月起任水利部人事劳动司处长，1992 年 7 月起任水利部人事劳动司副司长，

1995 年 9 月起任中国江河水利水电开发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1 年 6 月起

任中国水利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9 年 3 月起任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杨春锦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杨春锦先生不

持有公司股份。杨春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处罚，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余海龙先生，男，1950 年 8 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程管理硕

士。1983 年 2 月起任国家经委人事局副处长；1988 年 2 月起任外经贸部中国康

富国际租赁公司办公室主任兼项目审查部主任；1992 年 6 月起任国家机电轻纺

投资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主持工作）；1994 年 3 月起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办公

厅主任兼党组秘书，国投电子公司总经理，国投高科技创业公司总经理；2002

年 4 月起任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0 年 1 月起

任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0 年 5 月起任中国节能

环保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常委、董事。 

余海龙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余海龙先生不

持有公司股份。余海龙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处罚，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贾谌先生，男，1956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82 年 2 月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

学）会计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 年 2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财政部工作，

历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财政部条法司

司长，财政部企业司司长，财政部税政司司长。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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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17 年 3 月受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外部董事。曾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财

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产管理协会副会长、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 

贾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贾谌先生不持有

公司股份。贾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处罚，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郑昌泓先生，男，1955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北京二七机车

厂副厂长，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兼副总经理，中国南

车集团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

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总裁，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中车集团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党委书记。郑先生毕业

于兰州铁道学院和北方交通大学，取得电子技术专业和会计学专业学历，随后在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学习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工学博士学

位，拥有高级职业经理资格（特殊贡献人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世界生产

力科学院院士。 

    郑昌泓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郑昌泓先生不

持有公司股份。郑昌泓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处罚，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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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拟向股东大会提名郜烈阳、李

剑波、田世芳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任期三年，自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拟由五名监事组成。其中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宁望楚、卢彦

斌已由公司职工民主推选产生，不列入本次大会选举。 

    上述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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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郜烈阳先生，男，1965年 9月出生，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

高级建筑师。历任中建设计咨询公司工程承包部副经理，中建驻福建办事处副主

任，中建南方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承包部副总经理，中国建筑工

程总公司装饰工程部总经理，中建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

建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现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郜烈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目前，

郜烈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7.5万股。 

（2）李剑波先生，男，1957年 8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高级

工程师。历任中建一局五公司团委书记、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建一局五公司装

饰公司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李剑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目前，

李剑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万股。 

（3）田世芳先生，男，1958年 3月出生，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建八局审计

处副处长，中建八局二公司总会计师，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中建港务总会计师。 

田世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目前，

田世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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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