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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8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0 号本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席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及代表的股份； 

二、介绍会议列席人员、监票及计票工作人员； 

三、宣布本次会议由董事会秘书董汇慧负责记录； 

四、宣布表决方法为投票表决； 

五、听取各项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薪酬，及授权董事

会决定有关董事及监事服务合约的条款；（普通决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2、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普通决议案） 

2.01 项小龙先生 

2.02 杨晓光先生 

2.03 唐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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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谢新宇先生 

2.05 杨旭东先生 

2.06 杜渐先生 

3、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普通决议

案） 

3.01 刘浩先生 

3.02 章剑平先生 

3.03 方芳女士 

4、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普通决议案） 

4.01 许振先生 

4.02 姜越先生 

六、股东审议、提问和表决； 

七、统计现场表决情况； 

八、宣布现场表决情况； 

九、等待信息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十、宣布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会议结束。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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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薪酬，及授权董事

会决定有关董事及监事服务合约的条款 

董事会秘书  董汇慧 

各位股东： 

    第九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建议薪酬方案已分别经公司八届董事会二十三

次会议和八届监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该薪酬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及授权董事会决定有关董事及监事服务合约的条款。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建议薪酬方案如下： 

对于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厘定和支付董事酬金。 

对于在本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不厘定和支付董事酬金。从本公司获取

的报酬将根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任职情况并按照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计算、批

准和发放。 

对于独立董事，建议境内独立董事的董事酬金为每年人民币 8万元，境外独

立董事的董事酬金为每年人民币 12万元。 

如无特别说明，上述酬金或薪酬均为含税金额。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建议薪酬方案如下： 

对于股东单位推荐并在股东单位任职的监事，不厘定和支付监事酬金。 

对于在本公司任职的监事，不厘定和支付监事酬金。监事从本公司获取的报

酬将根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任职情况并按照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计算、批准和

发放。 

如无特别说明，上述酬金或薪酬均为含税金额。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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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董汇慧 

 
各位股东：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将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任期届满，经股东推荐和

本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提名项小龙先生、杨晓光先生、唐

军先生、谢新宇先生、杨旭东先生和杜渐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附：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执行董事 

 

项小龙先生，1964 年出生，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同等学力教育。曾

任安徽省供销社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安徽省农资公司副总经理，

安徽省供销社办公室主任，安庆市政府市长助理、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安庆市政府副市

长，安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安徽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党委委员，安徽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党委副书记（正厅级）。现任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于 2020 年 2 月 4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杨晓光先生，1963 年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曾先后担任安

徽省交通厅科技处主任科员，安徽省合肥小汽车修配厂厂长，安徽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安

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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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先生，  197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正高级工程师。曾先后担

任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养护科科员，芜宣高速公路省指挥部办公室工

程部副部长，安徽省公路管理局重点办工程部副主任、芜宣高速公

路省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芜宣高速公路管理

处副处长、营运管理部副部长、养护管理部部长。2015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管理部部长。于

2020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谢新宇先生，196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香港特许秘

书公会资深会士，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员。曾于

1996 年至 1999 年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1999 年至 2002

年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自 2002 年 8 月起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于 2014 年 8月 17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公司秘书，兼任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新安资本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 

 

杨旭东先生， 1973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

司国内项目部项目经理，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投资开发部总经理，现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杜  渐先生，1971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加北京通商加太

咨询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总公司路捷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

理。曾兼任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招商新智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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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长、招商华软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

任本公司董事。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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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董汇慧 

 

各位股东：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将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任期届满，经董事会提名

和本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提名刘浩先生、章剑平先生和方

芳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附：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  浩先生，  1978 年出生，会计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财政部第二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

财政部第三期全国会计领军（学术类）人才。兼任上海申能股份

有限公司和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章剑平先生， 1968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曾任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主任科员，合肥君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安徽世纪天元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于 2007 年 5 月起任安徽卓泰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方芳女士，  197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MBA 硕士,曾任 Tybourne Capital 

Manangement 董事总经理，远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基金

经理，于 2018 年 6 月起任 Tairen Capital（泰仁资本有限公司）

合伙人、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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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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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董汇慧 

 

各位股东： 

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将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任期届满，经股东推荐和

本公司八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提名许振先生和姜越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附：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许  振先生，1964 年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曾先后担任安徽

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肥东管理处中心控制室副主任、主任、管理处

副主任，安徽省高速公路总公司合肥管理处党总支委员、副处长、

党总支书记、处长，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人事

处处长、总经理助理，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2016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2020 年 6 月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任本公司董事。 

 

姜  越先生，1982 年出生，管理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美国特

许金融分析师、金融风险管理师。2009 年 7 月至今在招商局公路

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股权管理一部、企业管理部

项目经理，兼任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黑龙江交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华北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助理，兼任吉林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任本公司监事。 

 

此外，经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季平先生已被推举为本公司第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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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季平先生，1971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安徽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事部副部长、办公室主任、营运管

理部部长，安徽省交控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 2016年 8 月

至 2020 年 6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于 

2020年 6月 23日被选举为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第九届监

事会成员相同。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