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19-009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1月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1月8日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推进公

司业务发展，同意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前换届。经公司控股股东瞿洪桂先生推

荐，并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瞿洪桂、束龙胜、汪

宇、郭晨、周超、何利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简历详见附件）。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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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推进公

司业务发展，同意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前换届。经公司控股股东瞿洪桂先生推

荐，并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韦俊、汪和俊、韩旭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己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120,000元/年（税前）。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和内容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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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应条款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

和内容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9年 1月 25日上午 10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04）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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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瞿洪桂，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

员，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

建造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高级项目经理。曾任电子工业部中国电子器材总公

司工程师、部门经理、工程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中电兴

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总裁，信诺非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与经理，

中电兴发机器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科微机电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瞿洪桂先生还担任海淀区工商联执委、常委，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员，电子科

技大学警用装备研究联合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警用

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通讯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商会物

联网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专

家，北京市智能建筑协会专家；曾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共海淀区

委海淀园工作委员会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瞿洪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27,394,32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8.42%，

通过云泽投资发行的云泽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持有公司 13,0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89%，合计持有公司 140,474,324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 20.31%。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瞿

洪桂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束龙胜，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63年5月出生，研究生

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铜陵市磷铵厂技术员，芜湖市电器设备厂厂长、芜湖市

时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自2008年起一直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现任芜湖市

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鑫龙自动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鑫龙变压

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鑫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佑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芜湖斯高思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束龙胜先生曾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



 

芜湖市政协常委、芜湖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

会长，并获得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安徽

省劳动模范、安徽省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安徽省年度

经济人物、芜湖市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合芜蚌自主创新人才等荣誉称号。 

束龙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9,628,726 股股份，通过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6,720,936 股股份，合并持有公司 126,349,662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18.27%的股份,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束龙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宇，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安徽省劳动模范、芜湖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中共芜湖市

党代表。曾任芜湖缝纫机厂财务科副科长、副厂长、厂长，芜湖凯元集团副总裁、

总裁，本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开关二厂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鑫龙电器有

限公司董事、安徽森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佑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鑫

龙低压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鑫龙变压器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美能储能有限公

司监事。 

汪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7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4%的股份。其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汪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晨，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83 年 6 月生，研究生学

历、硕士学位。2005年 5月至 2006年 2月就职天津通信广播电视集团，担任研

发工程师；2006年 3月至 2007 年 9月就职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

任研发工程师；2007年 10月至今就职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历任研发工

程师、研发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 



 

郭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4%的股份。其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超，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 6月生，本科学历、

学士学位，智慧城市设计师。2006年 7月至 2008年 2月在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

司担任软件工程师；2008 年 3 月至今在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基础

软件部经理、硬件部经理、研发中心总监、总裁助理（分管供应链、产品、市场）、

副总裁（分管智慧城市研究院、研发中心），现任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裁、云南省子公司董事长、云南中电典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红河智慧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41,64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2%的股份。其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何利，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67 年 5 月生，研究生学

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91年 9至 1992年 9月石家庄飞机制造厂任工艺

员；1992 年 10 月至 2003 年 4 月在石家庄泛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2003年 5月至 2006 年 4月石家庄通远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任总经

理；2006年 5月至 2008年 8月北京中航弱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任总

经理，2008 年 9 月至今在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北京中电兴发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何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39,21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5%的股份。其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韦俊，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67年4月生，中共党员，

工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1990年至1993年，任机械电

子工业部电子行业发展司科员；1993年4月至1998年3月，任电子工业部综合规划

司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1998年4月至2008年6月，任信息产业部综合

规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2008年7月至2015年6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

司副司长；2015年7月起，任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韦俊先生长期从事电子行业、信息产业、工业和信息化等领域的发展战略、

综合（行业、区域、子行业）规划、投资、区域布局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订与

管理工作。先后参与了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产业化、光通信系统、数字移动通信、

数字电视标准研发与产业化、第三代移动通信研发与产业化等多项国家重大研发

及产业化示范工程的方案拟订和实施工作，熟悉中国工业、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发

展脉络、趋势特点，对信息技术演进、工业投资与企业技术改造、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等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韦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汪和俊，男，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 年 9 月出生，大专

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曾就职于安徽无为国家粮食储备库、

安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安徽新安会计师事务所、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

所，现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所长。 

汪和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韩旭，女，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1976年2月出生，2002年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98年7月至2001年7月，任光大证券投资总

部内核人员现任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总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铭、北京浩风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 

韩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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