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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召开形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 11月 17 日，下午 14：30；  

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 88号尖峰大厦三楼会议室。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网络投票的系统、投票时间。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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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注意事项： 

1、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2、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

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3、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

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

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

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列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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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凡 2020年 11月 10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人；本公司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二）列席：本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逐项进行以下议程： 

序号 议案内容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 选举蒋晓萌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2 选举虞建红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3 选举刘波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4 选举张国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5 选举黄速建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6 选举黄金龙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7 选举傅颀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8 选举沈卫国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9 选举杨大龙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 选举陈天赐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02 选举吕瑞美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03 选举石富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六、大会发言； 

七、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计票、监票人：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一名、见证律师两名。 

八、大会表决： 

1、填写表决票； 

2、投票、计票（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3、由主持人宣读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十、大会结束。



尖峰集团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4 

会议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届董事会是经 2017年 11月 16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任期为三年，现提出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请予审议。 

一、本届董事会任职基本情况 

本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期内勤勉尽职、努力工作，以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最

大化为指导思想，根据公司“合作创新强主业、规范科学求发展”这一战略方针，

坚持实业、聚焦主业，构建并不断完善周期互补的水泥和医药两大主业，为公司

持续、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过去三年，在董事会领导下，经过公司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经营业绩屡创历史新高，累积实现营业收入 97.36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2 亿元。截止 2020 年 9 月底，公司总资产达

61.0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达 42.69 亿元，分别较 2017 年末增

长 46.29%、62.5%，三年来累计向股东分红 2.41 亿元。 

二、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新一届（第十一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

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 

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推荐蒋晓萌先生、虞建红

先生、刘波先生、张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本届董事会推

荐：黄速建先生、黄金龙先生、傅颀女士、沈卫国先生、杨大龙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傅颀女士、沈卫国先生、杨大龙先生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 9名候选人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认为 9名董事

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同意

将上述 9名候选人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0 年 10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以上 9 名人员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候选人

提交股东大会选举，本次股东大会将提供网络投票，不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每位董事候选人将以单项提案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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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1、蒋晓萌先生：1964 年 11月出生，工商管理/工程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执业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80

年 12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金华市水泥厂车间主任，本公司企管部经理，浙江尖

峰通信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任：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副主席、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董事、浙江

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浙

江省建材工业协会会长、浙江省商会副会长、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省

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金华市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金华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金华市总商会会长。 

2、虞建红先生：1966 年 10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工程师、EMBA，1987 年

9月参加工作，先后任金华市水泥厂机修车间副主任，技术科科长，金松水泥厂

副厂长、厂长，尖峰集团金华金马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兼任：浙江省水泥协会副

会长，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3、刘波先生： 1974 年 11 月出生，本科，讲师，1997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

任金华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学生处副处长、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副校长，金华

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金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兼总经理，金华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4、张国平先生：1976 年 6 月出生，本科，经济师，1999 年 3 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金华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安运处副处长、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副主

任、安运处处长，金华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金华市公交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经理，金华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现任本公司董事、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理、金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金华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5、黄速建先生：1955 年 11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1988 年 2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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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兼任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卧龙电

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6、黄金龙先生：1965年 2月出生，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执业药

师。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浙江奥托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检科长、副厂

长，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发展部经理；1998 年 8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浙江尖峰药

业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本公司副总经理。 

7、傅颀女士：1979 年 6 月出生，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2006 年 3 月参加工作，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生物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日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 

8、沈卫国先生：1971 年 6 月出生，博士、研究员。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

曾任武汉理工大学助教、讲师、副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访问学者。现任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国家水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专家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材分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学会水泥分会理事、湖北省

硅酸盐学会理事。 

9、杨大龙先生：1964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员，1983 年参加工作，曾任

江苏省药物研究所药师、主管药师、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现任江苏省药物研

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兼任南京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南京恒通

医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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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 2：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届监事会全体监事 5名，其中 3名监事是经 2017年 11月 16日召开的公

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 2 名监事是由公司的职工代表担

任，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任期为三年，现提出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请予审议。 

本届监事会全体 5 名监事三年来诚信敬业、忠于责守，依法行使各种监督

权力，督促董事会及经营班子依法经营、遵守规则，维护了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 

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推荐陈天赐先生、吕瑞美女

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本届监事会推荐石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以上 3名候选人将提交股东大会选举，每位监事候选人以单项提

案方式提出。 

附：监事侯选人简历 

陈天赐先生，1962 年 11 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1985 年 8 月参加工

作，先后担任本公司金华市水泥厂设备动力科副科长、金华市水泥厂三分厂技术

科科长、公司技术开发部经理、生产管理部经理、企业管理部经理、浙江尖峰水

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金华尖峰陶瓷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浙江尖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审计业绩管理部经理、尖峰集团公司总经

理助理、云南尖峰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吕瑞美女士，1971 年 9月出生，本科，会计师。1993年 7月参加工作，曾

任福建省金属材料总公司会计，浙江八达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及主管，金华禾信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浙江中健会计事务所

项目经理，现就职于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监事，兼任金华

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石富先生，1972 年 11月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1995年 7月参加工作，

先后在浙江省水泥制品厂，本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工作，现任大冶尖

峰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本公司监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