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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18-002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 u n w u  J i u d i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H o l d i n g s  C O . ,  L t d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蕾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均参会表决，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一致推选，

选举康青山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止。 

附：康青山先生简历 

康青山，男，197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哈尔滨金融学院金融系团总支书记；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处主任科员；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负

责人。现任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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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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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二） 《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

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总经理工作细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总经理工作细则》条款 修订后的《总经理工作细则》条款 

第十条  总经理有权审批本细则规定权

限下的一般交易事项，相关“一般交易

事项”以《上市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9.1 条所

界定范围为准，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 

（四）提供担保； 

（五）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六）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七）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八）债权、债务重组； 

（九）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十）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

易。 

为明确起见，总经理有权审批符合下列

所有标准的一般交易事项：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下； 

第十条  总经理有权审批本细则规定权

限下的一般交易事项，相关“一般交易

事项”以《上市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9.1 条所

界定范围为准，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 

（四）提供担保； 

（五）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六）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七）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八）债权、债务重组； 

（九）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十）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

易。 

为明确起见，总经理有权审批符合下列

所有标准的一般交易事项：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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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或

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下，或绝对金

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五）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

超过 100 万元。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且

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下，且绝对金

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 

（五）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

超过 500 万元。 

第十二条  总经理有权审批公司对外签

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本细则规

定权限下的业务合同，为明确起见，总

经理有权审批符合下列所有标准的业务

合同： 

（一）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

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二）合同履行预计产生的净利润总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5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三）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第十二条  总经理有权审批公司对外签

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本细则规

定权限下的业务合同，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日常经营合同； 

（二）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及其他融

资事项 

（三）资产抵押 

（四）其他认定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情

形 

为明确起见，总经理有权审批符合下列

所有标准的业务合同： 

（一）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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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的

50％以下，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

民币； 

（四）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

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合

同。 

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二）合同履行预计产生的净利润总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5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三）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的

5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

民币； 

（四）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

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合

同。 

《总经理工作细则》除上述修改外，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三）《关于制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拟下设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投

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处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对外投资决策事宜的最高管理机构，依据《私

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制度》行使相关管理职能。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四）《关于任命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拟任命吴刚先生、黄晓捷先生、吴强先生、蔡蕾先生、覃正宇先生和党亚

宁先生为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附：  

1、吴刚先生简历 

吴刚，男，1977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具备注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及资

产评估师资格。历任闽发证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证监会副处长、处长；广西北部

湾国际港务集团总裁助理、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同创九鼎投资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九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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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思运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昆吾

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黄晓捷先生简历 

黄晓捷，男，1978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公室

副主任；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现任九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吴强先生简历 

吴强，男，1980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宏源证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

安信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副总裁；国信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部总经理助理；昆吾九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九州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九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思运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昆吾九

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蔡蕾先生简历 

蔡蕾，男，197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中铁信托研究部总经理、投资部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九信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南昌江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江西江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5、覃正宇先生简历 

覃正宇，男，197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历任特区证

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国信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

部副总经理等证券公司相关职务。现任九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创九鼎

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人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昆吾九鼎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党亚宁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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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亚宁，男，1977 年生，本科学历，历任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同方股份财

务部及审计部门、北京铂运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门，2011年至今就职

于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风控中心负责

人。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九鼎投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