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18-079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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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8年 9月

21日股东大会取得表决结果后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北路 1号凯雷斯

顿酒店四楼多功能会议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  

3、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周东先生召集及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审议和表决，董事会同意选举周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董事



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选举张淑香女士担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已于2018年9月21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选举产生 4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组成第二届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

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与会董

事审议和表决，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成员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周东  

委员：金亮、陈莉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钟宇 

委员：张淑香、孔涛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陈莉 

委员：周东、孔涛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孔涛 

委员：周东、陈莉 

上述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董事

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周东先生担任公

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董事

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军先生担任公

司财务总监、梁剑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唐棠女士担任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游俊志先生担任供应链总监、朱栋栋先生担任研发总监、周长明先生担任生产总

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

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财富

支行（以下简称“光大财富支行”）申请银行授信 8,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

一年。以信用为担保方式，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

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周东先生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办理信贷所需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 4月收到租赁厂房所在新健兴科技工业园（以下简称“工业

园”）物业管理处《关于 B区部分厂房拆迁事宜的通知》的情况，根据深圳市轨

道交通 6号线建设规划，工业园部分地块在该项目的征收范围内，为支持 6号线

支线工程土地整备工作，园区内的 B3、B4栋厂房涉及到拆迁。为保证公司持续



正常运营，公司拟对位于工业园内的原生产、办公住所进行转移，并拟与深圳市

富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承租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办同富裕工业

园的“深圳富川科技工业园”区内的 2号厂房、3号厂房及 2 号宿舍楼，租赁物

业建筑面积共 36700.24 m²（计租面积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租期十年。 

1、双方约定，公司租赁和使用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应向富川实业支付租金

及园区管理费。租金计算公式为：租金=计租面积×相应年度的单位面积租金标

准。园区管理费=计租面积×每平方人民币 0.8元。 

单位面积租金标准为:第一个租赁年度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贰拾贰元（22

元）。自第一个租赁年度开始（包含第一个租赁年度在内），每过贰个租赁年度，

单位面积租金递增 10%，以此类推，相应的具体单位面积租金标准如下： 

（1）、第一个租赁年度及第二个租赁年度，按单位面积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贰拾贰元（22元）计租； 

（2）、第三个租赁年度及第四个租赁年度，按单位面积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贰拾肆元贰角（24.2元）计租； 

（3）、第五个租赁年度及第六个租赁年度，按单位面积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贰拾陆元陆角贰分（26.62元）计租； 

（4）、第七个租赁年度及第八个租赁年度，按单位面积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贰拾玖元贰角捌分（29.28元）计租； 

（5）、第九个租赁年度及第十个租赁年度，按单位面积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叁拾贰元贰角壹分（32.21元）计租，以上数据为目前双方合同约定数。  

2、双方约定一个月为一个租金支付周期，每月的 10日前支付当月租金。公

司按时将租金打入富川实业指定收款账户。  

3、免租期：自租赁物交付公司接收之日起连续贰个月为富川实业给予公司

的装修期，该装修期公司不必支付租金，但仍需承担免租期间产生的管理费、水

费、电费等所有费用。 

由于公司原有办公、生产场所涉及到深圳地铁 6号线拆迁，导致公司需更换

住所。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主要是为了顺利完成公司在深圳地区生产、

办公场地的转移，满足公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需求，交易价格是参照物业所在



周边市场价格定价，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总 投

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建设周期 

项目备

案文号 

环 评

备案 

1 

高性能特

种橡胶密

封材料建

设项目 

25,700.70 20,901.20 

建设期 24

个月，计

划三年达

产，投产

后第一年

达产 50%，

第二年达

产 80%，第

三年达产

100%。 

2016-4

41322-

29-03-

012344 

惠 市

环 建

[2016

]101

号 

2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7,299.30 4,000.00 

建设期 24

个月 

合计 33,000.00 24,901.20       

考虑到以下两项原因，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原因说明如

下： 

一是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深圳科创

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而实施地点位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科创新源新材

料有限公司的土地上，存在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分隔两地的情况，不便于募集资

金的归集及财务处理，需要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与实施地点变更到一个

主体所属的地块内，以便于项目投资时募集资金的归集与财务处理。 

二是由于公司主要客户华为、中兴通讯的生产基地均集中位于深圳及周边的



东莞地区，且新增租赁场地 36,700.24平方米，为一个可以实现独立管理与运营

的工业园区，将“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设项目”的子项目“高性能特种橡

胶密封材料扩产项目”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到新租赁的工业

园实施，可以更好的响应客户需求，更好贯彻公司一直推行的“柔性交付”的供

应理念，更方便推进公司研发部门与主要客户研发、生产部门进行对接，在深圳

也可以为研发人员提供更好的研发及工作环境以贯彻落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另外也可以实现集中管理、提高资源整合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基于以上理由，公司决定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实

施方式。本次调整是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重要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设项目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设项目”的具体用

途主要分为两块，一是新建生产厂房及生活区，可以理解为“生产基地建设子项

目”；二是添置生产、检测相关设备，用以提升生产能力和生产加工工艺水平，

满足生产线升级需要，可以理解为“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扩产子项目”。 

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建设子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深圳

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惠州市科创新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投入的基建投资总金额保持不变，基建投资的细项与调整之前相比出现了一些

变化；拟调整“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扩产子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

其中实施地点由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杨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变更为深圳富川科

技工业园，实施方式由以前在自建生产基地中实施调整为在租赁的工业园中实施，

以募集资金投入的总金额保持不变，考虑到近两年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一直以自

有资金进行投入以扩大产能，且实施地点发生变化，因此，“高性能特种橡胶密

封材料扩产子项目”资金投入结构相比调整之前有所变化。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

惠州市博罗县杨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变更为深圳富川科技工业园；实施方式由以

前在自建研发中心中实施调整为在租赁的工业园中实施，以募集资金投入的总金

额保持不变，由于实施地点发生变化，该项目资金投入结构相比调整之前有所变



化。 

本次调整是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重要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审议通过《关于择机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上述第8项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

司将根据项目进度择机召开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将

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周东先生： 

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1997年7

月至2000年3月任职于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苏州分公司，岗位为财务部会计；2000

年4月至2001年5月任职于深圳市真功电子有限公司，担任华北区销售经理；2001

年6月至2005年5月任职于思卡帕胶带（苏州）有限公司，担任深圳办事处销售经

理；2005年6月至2007年12月任职于普林摩斯胶带（深圳）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2008年1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周东先生直接持有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526.83万股股票，持股

比例为6.04%；并通过深圳科创鑫华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782万股股票，

间接持股比例为20.43%；通过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326.0869万股股票，间接持股比例为3.74%，合计持有公司2,634.9169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30.2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东先生为深

圳科创鑫华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石河子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河子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除此之外，周东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

致行动人关系；除了上述关联关系外，周东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金亮先生: 

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2004年至

2007年担任新利创业投资（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经理，2007年至今担任上海殷盛

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9年至2018年3月担任天顺风能（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至今担任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至今

担任太仓天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至今担任中联利拓融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 



金亮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为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金

亮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淑香女士： 

196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1989年

至2003年，任职于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助理；2004年至2014年，任

职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4年至今，任职于深圳

优珑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担任深圳科创

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5月8日至今，担任深圳科创新源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张淑香女士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唐棠女士： 

198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4年

至2015年9月，任职于深圳长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历任出纳、行政文员、海外

市场销售、海外市场销售总监助理；2015年10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国际

营销部总监、国际业务部总监、国际事业部总经理的职务。 

唐棠女士为公司股东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

伙人，通过对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而间接持有公



司0.1246%的股份。除了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唐棠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莉女士： 

196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1982 年

9月至 1994年 7月，任教于湖北大学物电系，职务为教师；1994 年 8月至 2000

年 2月，任职于深圳富康精密电子陶瓷有限公司，历任电子厂厂长、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2000年 3月至 2002年 2月，任职于深圳科莱恩电子有限公司，任管理

者代表兼人力主管；2002年 3 月至 2012年 4月，任职于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

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2013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前海鸿博丞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陈莉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孔涛先生： 

1971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硕士、工商管理硕

士。1993年 9月至 1995年 4月任职于香港富荣（惠阳）钟表厂有限公司，担任

副厂长；1995年 6月至 1998年 2月任职于中国三九进出口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1999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职于深圳浪涛洁具维修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02年 3月至 2009年 4月任职深圳阳光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并购部部长；2009

年 5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职于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担任助理院长；2009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任职于深圳市欧华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职于深圳市阳光大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执行董事；2014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深圳阳光大道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担任合伙人；2015年 6月至今任职于深圳华资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合

伙人。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孔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钟宇先生： 

1978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 年 9 月

至 2004 年 12 月，任职于深圳深信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高级审计员、项目经理；

2005 年 3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职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历任

项目经理、部门经理；2012 年 9 月至今，任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部门经理、合伙人。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钟宇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军先生： 



197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 年 5

月至 2002年 12月，任职于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财务部，历任成本会计、总账

会计；2003年 3月至 2008年 11 月，任职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历任总账会计，长沙分公司财务经理；2008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职于深

圳市三九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财务部广州分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职于深圳市宇龙计算机通信有限公司营销财务部，担任财务经

理；2012年 10月至 2014年 5 月，任职于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2014年 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刘军先生为公司股东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

伙人，通过对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而间接持有公

司0.1994%的股份。除了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刘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长明先生： 

1980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2 年 5 月

至 2004年 5月，任职于米诺亚电器有限公司，任品管技术员；2004 年 5月至 2008

年 3月，任职于育鼎股份有限公司，历任 QE工程师、品管课长；2008年 3月至

2010 年 1 月，任职于高惠电子有限公司，任品管课长；2010 年 4 月至今任职于

本公司，历任品管主管、生产部经理、供应链副总监，现任公司生产总监。 

周长明先生为公司股东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通过对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而间接持有

公司0.1246%的股份。除了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周长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

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梁剑锋先生： 

198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7

月至2011年3月，任职于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历任项目经理、高

级项目经理；2011年3月至2013年9月，任职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项

目经理；2013年9月至2015年5月，任职于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277），

担任董事会秘书；2015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 

梁剑锋先生为公司股东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通过对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而间接持有

公司0.2492%的股份。除了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梁剑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

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栋栋先生： 

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8

月至2017年3月，任职于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纤维研究中心部门

负责人；2017年3月至2017年7月，任职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任科技部

项目主管；2017年8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研发部研发总监。 

朱栋栋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游俊志先生： 

1977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4

年 7 月至 2012 年 2 月，任职于安费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历任采购主管、

供应链经理；2012年 3月至 2013 年 6月，任职于 ALBEA （中山）公司，担任区

域供应链经理；2013年 7月至 2016年 6月，任职于泰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担任高级供应链经理；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10月任职于光启集团，担任供应

链总监；2017年 11月至今，任职本公司，担任供应链总监。 

游俊志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