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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7         证券简称：天和防务       公告编号：2019-057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

会、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将于2019年9月25日届满。公司已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公

司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同时于2019年9月11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换届聘任。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选举和

聘任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换届选举职工代

表监事、于2019年9月11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董事及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换届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19年9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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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相关议案。 

根据上述选举结果及相关决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组成情况如下（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

件）：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贺增林（董事长）、张发群、陈建峰、龚亚樵； 

独立董事：常晓波、赵嵩正、王周户。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构成 

1、战略委员会：贺增林（主任委员）、常晓波、赵嵩正； 

2、提名委员会：王周户（主任委员）、贺增林、常晓波； 

3、审计委员会：常晓波（主任委员）、贺增林、赵嵩正； 

4、薪酬和考核委员会：赵嵩正（主任委员）、张发群、常晓波。 

（二）监事会成员 

股东代表监事：孙刚（监事会主席）、宁宸； 

职工代表监事：李武娟。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总经理：贺增林； 

副总经理：张发群、陈桦、段永、彭博、龚亚樵； 

董事会秘书：陈桦； 

财务总监：彭华； 

证券事务代表：陈茂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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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且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查无异议。董事会

秘书的任职资格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审查无异议。 

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任期为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  

姓名：陈桦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58号 

电话：029-88454533 

传真：029-88452228 

邮箱：thdsh126@126.com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姓名：陈茂蓉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58号 

电话：029-88454533 

传真：029-88452228 

邮箱：thdsh126@126.com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一）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王栓柱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仍将担任公司其

mailto:thdsh126@126.com
mailto:thdsh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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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栓柱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55,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19%，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

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马治国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治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张雷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雷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6,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

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三）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栓柱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离任

后仍将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栓柱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55,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关让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离任

后仍将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关让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40,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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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财务总监王宝华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离任

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宝华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1,096,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任期届满离任的马治国先生、王栓柱先生、张关让先生、王宝

华女士、张雷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的简历》。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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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人员的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贺增林先生，1971 年出生，EMBA 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4 年-1999 年任西安信风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0 年-2010 年任陕

西御和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 年-2005 年任西安信风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2001 年创立西安天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4 年创立公司前身西安天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公司设立至今任董事

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贺增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日，贺增林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9,480.4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50%。贺增林先生与公司股东刘

丹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139.31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5%）为夫妻关系、

与公司股东贺增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6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

为堂兄弟关系、公司董事陈建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02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7%）为贺增林先生妹妹之配偶，除此之外贺增林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贺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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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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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发群先生，1962年出生，本科，计算机专业，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83年-2003年任职于军方某部；2003年-2006年任西安天伟电子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起历任公司前身西安天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副总裁等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张发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2.46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9%。张发群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发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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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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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桦女士，中国国籍，1983 年出生，本科学历。2006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就职于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2 年 9 月取得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2015 年 4 月加入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日，陈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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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段永先生，1970 年 5 月 10 日出生，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91 年 9 月–2000 年 1 月任职于航空航天部第 771 研究所（骊山微电子公司）、

中兴通讯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 4 月–2006 年 9 月任职于陕西万和通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2007 年 2 月–2011 年 4 月任职于陕西长天导航技术有限公司；2011

年 9 月–2012 年 6 月长安大学“交通综合规划与设计”短训班学习。2013 年至今

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段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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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条件。 

彭博先生，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任盈德气体集团有限公司（02168.HK）下属子公司张家港盈德气体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铜陵盈德气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重庆大安盈德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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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盈德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主任、投资总监，南昌逸景营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众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7 年 5 月加入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彭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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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条件。 

龚亚樵先生，1980年出生，硕士学历，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2012年任职于海军某部；2012年-2016年任职于（原）

总装备部某部；2017年至今任职于天和防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龚亚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龚

亚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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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彭华先生，1982年出生，大专，会计专业，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8年7月-2015年9月任职于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9月起任职

于深圳市华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任深

圳市华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彭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彭华先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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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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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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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茂蓉女士，中国国籍，1985 年出生，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法学专业。

2008 年 8 月-2011 年 2 月任职于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2011 年 2 月-2014 年 2

月任职于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2014 年 8 月-2015 年

2 月任职于西安大东国际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2015 年 2 月加入西安天和防

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2011 年 9 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陈茂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茂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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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栓柱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离任后仍将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栓柱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5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关让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离任后仍将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关让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40,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其所持股票将继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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