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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19年2月14日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

通知时间要求，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在2019年2月14日以口头或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2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

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蒋荀先生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决定选举蒋荀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蒋荀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决定选举赵东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赵东日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有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选举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专门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蒋荀、赵东日、刘国军 赵东日 

审计委员会 胡耀飞、陈良华、刘国军 陈良华 

提名委员会 赵东日、陈良华、刘国军 刘国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蒋荀、陈良华、刘国军 陈良华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副董事长赵东日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决定聘任彭国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彭国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副董事长赵东日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决定聘任李明泉先生、高强先生、田

志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李明泉先生、高强先生、田志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长蒋荀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决定聘任刘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刘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副董事长赵东日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决定聘任田志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田志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2019 年与山东宏旭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旭化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43,351.20

万元，主要关联交易内容为采购原材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基于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宏旭化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447.29 万元。2018 年度向宏旭化学采购原材料发生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7,502.69 万元（未经审计）。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

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关联董事蒋荀先生、胡耀飞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董事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订 2019 年公司董事

的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刊登的《2019 年度董事薪酬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按照责、权、利对等原

则，根据《公司章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行业特点的基础上，制定了《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考核办法》。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刊登的《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拟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启

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14 万吨 PMMA、10 万吨 ACS、4 万吨 ASA

工程塑料、4 万吨功能性膜材料及 1 万吨多功能高分子新材料项目”（项目名称

为暂定名称），预计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对外投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9年3月5日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附件：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彭国锋先生，198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

职于东岳集团有限公司。2006 年加入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运

营部部长。历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兼

总经理。 

彭国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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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彭国锋先生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彭国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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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泉先生，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曾任

职于华能沾化热电有限公司明珠集团氯化聚乙烯厂。2011 年加入山东日科橡塑

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生产副总、安全总监，现任山东日科橡塑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李明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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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李明泉先生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李明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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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先生，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08 年

加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公司 ACM 事业部总经理。 

高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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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高强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高强先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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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志龙先生， 198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 年 7

月加入公司证券部工作，任职证券事务代表；2016 年 1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 

田志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田志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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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田志

龙先生与持有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田志龙先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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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先生，196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2 年 7 月，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车间技术员；1994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

任齐鲁石化树脂加工应用研究所工程师、课题组长；2002 年 1 月，任齐鲁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财务部资金科会计；2004 年 1 月至 2008 年 9 月，

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成本管理部会计；2008 年 9 月，

任氯碱厂成本管理部副部长；2009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氯碱厂成本管理

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会计中

心化工成本科科长、党支部书记；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任中国石化集团

共享服务公司淄博服务部应付运营部科长、党支部书记，兼任齐鲁石化公司及中

石化共享服务公司 ERP 项目财务模块关键用户和业务组长。2019 年 2 月起任山

东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刘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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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刘震先生目前在股东

济南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公司 8.64%股份）和鲁民

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鲁民投点金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 7.31%

股份）的控制方山东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财务部副总经理；与其

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震先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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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