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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

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须知，望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股东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授权

代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公司有

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并应认真

履行法定义务，自觉维护会场秩序，遵照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要求发言（或提问）的股东应在大会正式召开前三十分钟到股东大会秘

书处登记，填写“股东发言登记表”。会议根据登记情况安排股东发言（或提问），

股东发言（或提问）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会议安排进行，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五、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会议议题进行，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六、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股东（或股东授

权代表）以其持有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现场会议

表决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七、公示聘请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八、为确保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将手机关闭好调至静音状态。谢绝个

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和侵

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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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

案 
   

2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3.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01 项光明  

3.02 朱善银  

3.03 陈革  

3.04 朱善玉  

3.05 项鹏宇  

3.06 项奕豪  

4.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王泽霞  

4.02 孙笑侠  

4.03 张伟贤  

5.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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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刘习兵  

5.02 李玉燕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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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2020 年 12 月 18 日 9:15-15:00（互联网投票平台）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6 楼公司 1 号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项光明先生 

与会人员： 

1、截止 2020 年 12 月 14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

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其他人员。 

现场会议安排：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会议出席情况； 

2、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3、大会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 

（二）逐项审议下列议案 

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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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议案 3：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01 项光明 

3.02 朱善银 

3.03 陈革 

3.04 朱善玉 

3.05 项鹏宇 

3.06 项奕豪 

议案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王泽霞 

4.02 孙笑侠 

4.03 张伟贤 

议案 5：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5.01 刘习兵 

5.02 李玉燕 

（三）股东提问与发言 

（四）股东对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 

（五）统计表决情况 

（六）宣布议案表决结果和决议 

（七）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八）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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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

对《公司章程》及《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董

事会议事规则”）中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由温州市临江垃圾发电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设立。公司在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000734522019A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公司由温州市临江垃圾发电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公司在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000734522019A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

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

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本章

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

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

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

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

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

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

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

（本公司称“总裁”，下同）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

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

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伟明环保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7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副总经理（本公司称“副

总裁”，下同）、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名，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名，其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

一。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一）

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

存续。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

章程而存续。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

（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

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

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

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四）

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

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

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

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

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

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二百零九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

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

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

准。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

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

义时，以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

程为准。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后，自公司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生效并对各方具有约束

力。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后生效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注：以上章程条款修改后，将对全文中“总裁”、“副总裁”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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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

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

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

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上述条款变更外，《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修改《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应条款，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事宜，并根据工商部门的具体审核

要求对上述内容进行调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相关文件全文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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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公司（含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拟为相关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1.8 亿元的担保额度。具

体如下： 

一、拟融资情况 

（一）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投资、建设和运营安

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理规模初定为

500 吨/日，项目总投资约 2.43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

本项目，自有资金投入与项目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

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由管理层签署后续融资协议。 

（二）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公司合资成立项目公

司负责宁都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宁都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规划总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1,200 吨，一期工程规模日处理 800 吨，

项目一期工程估算总投资约 4.16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投资

于本项目，自有资金投入与项目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

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由管理层签署后续融资协议。 

（三）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批准公司与合作方合

作推进浦城项目建设工作。浦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及垃圾发电项目，日处理生

活垃圾 600 吨、日处理餐厨垃圾 50 吨和日处理污泥 100 吨，总投资约人民币 3.1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投资于本项目，自有资金投入与项目投资

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由管理层签

署后续融资协议。 

（四）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批准公司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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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及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规划总建设规模为 600 吨/日，项目估算总投

资约 3.1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2,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项目自有资金

投入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

签署后续融资协议。 

（五）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总裁专题会议，同意投资、建设和运营罗

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项目总规

模为 700 吨/日，项目总投资约 3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投资

于本项目，自有资金投入与项目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

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由管理层签署后续融资协议。 

二、各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基本情况 

基于上述议案、决议及专题会议，公司（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拟为相关子

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1.8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 

（一）为全资子公司安远县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远公司”）

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17,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二）为控股子公司宁都县伟明城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都公司”）

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33,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三）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华立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公司”）

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26,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四）为全资子公司卢龙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龙公司”）项

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21,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五）为全资子公司罗甸县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甸公司”）

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21,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担保额度，考虑到各项目筹建周期较长，上述担

保额度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至该事项实施完毕。公司

提请批准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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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终担保金额、方式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前述实施期限为公司及

子公司管理层签署担保相关法律文件的授权时限，担保行为的有效期限服从各具

体担保协议的约定。 

此项担保发生前，公司没有发生对股份公司子公司以外的其它公司的对外担

保行为。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

367,709.10 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83,171.33 万元，担保总额为 450,880.43 万

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7.09%。截止 2020 年 12 月 1 日，公司

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 555,327.61 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137,697.81 万元，担保总额为 693,025.4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 164.60%，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 32.70%。本次

担保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三、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1、安远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公司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古田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法定

代表人：程五良；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生活垃圾处理、农林垃圾处

理、餐余垃圾处理、污泥处理、一般工业垃圾处理，生物质处理，垃圾、烟气、

污水、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

技术服务。 

2、宁都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注册资本：8,000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60%，其他股东持股 40%；公司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宁都

县梅江镇龙湖路翠微春苑小区；法定代表人：程五良；经营范围：发电、输电、

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

染治理，环保咨询服务，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

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污泥处理装备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

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 

3、华立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注册资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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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75%，其他股东持股 25%；公司住所：福建省南平市浦城

县水北街镇岩鼻村顺弯北；法定代表人：朱善银；经营范围：城乡生活垃圾清理、

收集、分类、堆肥、中转、运输、填埋及焚烧发电综合利用，餐厨垃圾及污泥清

运、处理、餐厨垃圾利用，垃圾灰渣、烟气、污水处理开发利用及服务，环保工

程投资及建设，再生资源回收。 

4、卢龙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注册资本：6,200

万元；公司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城 102 国道北地税局对门二楼西两间；

法定代表人：陈革；经营范围：垃圾发电，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发电，城市垃圾

处理服务，生活垃圾处理及综合利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城市污泥综合利

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5、罗甸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注册资本：6,000

万元；公司住所：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边阳镇者任村坡脚一组 17 号；法定代表

人：李建勇；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发、建设，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垃

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维护、

售后和技术服务。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环保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销售，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二）被担保对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净利润（元） 营业收入（元） 

1 安远公司 2,878,196.92 2,868,746.16 -131,253.84 0.00 

2 宁都公司 997,836.08 997,836.08 -2,163.92 0.00 

3 华立公司 19,335,235.78 18,997,664.78 -1,002,335.22 0.00 

注：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卢龙公司和罗甸公司暂无最近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伟明环保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3 

议案三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

项光明先生、朱善银先生、陈革先生、朱善玉先生、项鹏宇先生、项奕豪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

格。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项光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

级经营师，1985 年 6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轻工机械厂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 年 1 月至今任伟明集

团董事长，2005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项光明先生曾担任建设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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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咨询委员。项光

明先生被聘为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专

家委员会特聘专家。项光明先生曾荣获浙江省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2009 年度

中国环保产业优秀企业家、2014 年温州市第四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2015 年获“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优秀企业家”、2015、2016 年度温州市

优秀企业家、2016 年获世界温商百名风云人物——影响温州经济 30 人、2017

年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十大创业领袖人物、2018 年获温州市十佳人才、2019 年度

杰出浙商。项光明先生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参与制订《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等行业标准。 

朱善银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出生，助理工程师，

1985 年 6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轻工机械厂副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年 11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14 年 7 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朱善银先生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环保部颁发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陈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1989 年至 1999 年在中国船舰研究院七一五研究所宜昌分部从事技术设

计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项目负责人。1999 年至 2003

年参与创立宜昌市创世纪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产品开发研究室主

任。2003 年至 2006 年任伟明集团（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技术总监，2006

年加入公司，分管技术、市场拓展和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

副总裁。陈革先生曾获得环保部颁发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温州市

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 

朱善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出生，高中学历，1988

年至 1993 年任瓯海县沙城轻工机械二厂生产部主任，1993 年至 2001 年任伟明

机械生产部部长与采购部主任，2001 年至 2005 年任伟明机械副总经理、伟明集

团（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采购部主任，2006 年至 2013 年任公司物资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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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2007 年至 2018 年任伟明设备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项鹏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出生，环境工程硕士，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公司投资助理，2016 年 8 月起历任水务事业部总

经理、上海嘉伟常务总经理、温州嘉伟执行董事、总裁助理等职务，2019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项奕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 年出生，工程与项目管

理硕士，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公司董事长秘书，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公司资产管理部助理，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大型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专户投资部经理助理，2019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2020 年 1 月起兼

任公司海外投资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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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

王泽霞女士、孙笑侠先生、张伟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泽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管理学（会计）

博士，注册会计师。历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院长、会计学院院

长。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数据挖掘与决策支持

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审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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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校分会会长、浙江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公司独立董事。王泽霞博士长期从事

舞弊审计、财务云服务研究。曾荣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三等奖、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天健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

奖、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孙笑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法学博士。现任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法学

院院长和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孙教授是“全

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度十大优秀独立董事

奖。 

张伟贤先生，美国国籍，1964 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美国理海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讲座教授，现任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同济大学环境高等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6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张伟贤教授长期致力于环境纳米材料、环境

修复、固废/危废等领域的研究，是纳米铁技术的发明人，完成了超过 1 亿人民

币的科硏项目，获 20 多项中国、美国及欧洲专利，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论

文引用超过 23,000 次，曾获得美国科学基金杰出青年教授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海外青年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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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刘习兵先生、李玉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批准后，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习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机械

制造工程学士，高级工程师，1992年至2003年供职于中国船舰研究所七一〇研究

所，先后担任物流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和产品开发研究所主任，2003年至2005年任

伟明集团（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技术部副主任，2005年至2014年任公司技术

部主任，2015年至2016年任伟明设备所属设备制造事业部总经理，2016年至2019

年历任伟明设备总经理、常务总经理、公司技术副总监、监事，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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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 年出生，本科学历。2007

年至 2017 年任温州晚报记者。2017 年 7 月任行政部副总经理，2020 年 5 月起任

公司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