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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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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

2018年 12月 28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1199号上海证大美爵酒

店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名，实到 9 名，4 名监事和 7名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推选张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二、公司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焰先生提名，推选张焰先生、周文

波先生、李安女士、褚君浩先生、桂水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其中张焰先生为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 

 

三、公司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

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焰先生提名，推选王啸波先生、董

静女士、桂水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

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其中王啸波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

员。 

 

四、公司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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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焰先生提名，推选褚君浩先生、王

啸波先生、陆雅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

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其中褚君浩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五、公司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焰先生提名，推选董静女士、王啸

波先生、朱东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

九届董事会一致，其中董静女士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六、公司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长张焰先生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决

定聘任周文波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七、公司关于聘任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加强行政领导力量和生产经营及经济管理

工作，根据总裁周文波先生的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决定聘任以下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九届董

事会一致： 

聘任王志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聘任杨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聘任盛伯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聘任孙桂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聘任王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聘任陈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聘任熊诚先生担任公司首席信息官； 

聘任吴亚芳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经理。 

 

八、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

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焰先生的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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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决定聘任田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均经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发

表独立意见。 

 

九、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焰先生的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决定聘任单瑛琨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

一致。 

 

十、公司职业经理人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该项议案关联董

事周文波、朱东海回避表决，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公司增量业绩奖励计划（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周文波、朱东

海回避表决，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公司依照本奖励计划，在 2018～2020 年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在达到提取增量业绩奖励的约束条件的情况

下，每年提取一定金额的增量业绩奖励授予激励对象。增量业绩奖励

的提取与发放年度为约束条件达到年度的下一年度。 

本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实施周期为 2018 年至 2020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公司

在达到提取增量业绩奖励的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每年提取一定金额的

增量业绩奖励授予激励对象。增量业绩奖励的提取与发放年度为约束

条件达到年度的下一年度。 

（二）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为公司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董事会直接聘任的高

管、总部部门负责人、直属单位正职（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以及董事

会认定的对公司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其他员工。 

（三）激励计划的约束条件 

公司提取增量业绩奖励的约束条件由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营

业收入值三项约束条件组成。 

1、净资产收益率：2018年-2020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9.90%，

10.00%，10.10%，净资产收益率为公司年报中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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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净利润：2018年-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达到19.60亿元，21.30

亿元，23亿元，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归母净利润；  

3、营业收入值：2018年-2020年的营业收入分别达到340亿元，

370亿元，400亿元。 

当年约束条件总得分=净资产收益率得分×30%+净利润得分×

40%+营业收入值得分×30%。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计算方法 权重 

1 净资产收益率 

实际值/目标值*100，封顶值100 

30% 

2 净利润 40% 

3 营业收入值 30% 

将当年约束条件总得分转换成为约束条件系数K，如下表所示：  

业绩条件 

总得分 
得分=100 100＞得分≥90 90＞得分≥80 得分＜80 

约束条件 

系数K 
1.0 0.9 0.8 0 

当约束条件系数K大于等于0.8时，视为公司提取增量业绩奖励的

业绩条件达到，可提取相应比例的增量业绩奖励；否则视为公司提取

增量业绩奖励的约束条件未达到，当年度不得提取增量业绩奖励。 

（四）增量业绩奖励的提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基准值=实施当年度前三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均值  

实施当年度增量业绩奖励总额≤（当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母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基准值）×A%×K(其

中A≤10)  

在本计划实施周期内，公司年报披露后，若公司达到提取增量业

绩奖励的约束条件，则于年报公告后一个月内提取增量业绩奖励，根

据本计划第五条进行分配后，当年度增量业绩奖励总额高于每名激励

对象年激励收益上限之和的部分（即未发放的增量业绩奖励余额）予

以放弃，不计入后续年度的增量业绩奖励总额中。实际提取的增量业

绩奖励计入年度的管理费用。  

（五）增量业绩奖励的分配与支付 

公司根据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分配增量业绩奖励，发放时间为

各约束条件达到年度目标的后一年锁定两年后解锁，并由公司代扣代



 5 

缴个人所得税。 

年度增量业绩奖励的个人激励额度与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等因素

挂钩，但不超过年度总收入的 40%。 

激励对象中，董事会认定的对公司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其他员工的

个人激励额度由董事会根据员工年度工作贡献度直接确定。 

（六）激励对象的变更与终止 

1、激励对象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管

理规章制度的规定，或发生劳动合同约定的失职、渎职行为，损害公

司利益或声誉，或给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的，或因犯罪行为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其激励资格终止，已分配但尚未发放的增量

业绩奖励终止发放，以后年度的增量业绩奖励不再授予，并且公司可

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已获授的增量业绩奖励及收益。 

2、激励对象因劳动合同终止、离职、退休、丧失劳动能力或身

故的，不再参与后期的激励计划，已分配但尚未发放的增量业绩奖励

继续向其或法定继承人发放。 

3、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定

其处理方式。 

（七）附则 

1、激励期期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并购、重组、重大资产购买、

权益性融资等情况，导致年度净利润/净资产出现重大变化，则可由

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计算可提取增量业绩奖励的约束条件时，

是否剔除有关非正常因素并对上述约束条件进行修正。 

2、公司确定该计划激励对象的行为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

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

或聘用合同执行。 

3、本计划中的有关条款，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性规章

制度相冲突，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性规章制度执行。 

4、本计划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后自 2018年 1 月 1日起实施，并由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 月 29 日 

附一：非董事高管人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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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华，男，1966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副总裁，现任上海隧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杨磊，男，1961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

师，曾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

委副书记；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副总裁。现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 

盛伯荣，男，1960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疆阿克苏市副市长

（援疆）、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上海隧

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孙桂峰，男，1965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讲师、

高级经济师，曾任解放军某部政治部主任、某部副政委。现任上海隧

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炯，男，1963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院院长、上海城建（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 

陈涛，男，1966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曾任沈阳市建委建管处处长，沈阳市建委市场处处长，沈阳市

地铁建设指挥部总工办主任、副总工程师、工程处处长、安全质量监

督处处长、总指挥，沈阳市建委副主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任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熊诚，男，1973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地下建筑设计研究院地铁所所长、院长助理、

院副总工程师，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建设管理部总工程师，上海市

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上海隧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田军，男，1969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

师，曾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总经济师、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吴亚芳，男，1974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计

划财务部副总经理。现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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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附二：单瑛琨先生简历 

单瑛琨，男，1977 年 5 月出生，法学学士，管理学硕士，中级

经济师，曾任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副总监兼证券事务代

表。现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