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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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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公司

于 2020 年 12 月 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预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预案》。

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后，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张正基先生、许峰先生、丁吉林

先生、路增进先生、陈德斌先生、焦云先生、郑利海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鲍卉芳女士、汪涛先生、杨继伟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施哲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尚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备案，如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资格提出异议，公司将取消该候选人的选举资格。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采取累计投票制选举产生

7 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仍将继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的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董事会认为，提名的第八届董事会 11名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担任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条件。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提名事项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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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一）张正基先生 

张正基，男，汉族，1964 年 6 月生，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本科学历，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历任山东张店化工厂环氧丙烷车间副主任、二

分厂车间副主任；山东东大化学工业公司环氧丙烷车间主任，山东东大化学工业公司环氧丙

烷厂厂长助理，山东东大化学工业公司技术开发处副处长；山东东大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山东铝业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中铝山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铝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铝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铝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

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工会主席；中铝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铝业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中铝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执行

董事，中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校长，中铝党校校务委员会副校长。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正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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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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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张正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许峰先生 

许峰，男，汉族，1971 年 11 月生，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0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电力工业局大坝发电厂汽机分厂副主

任，马莲台电厂工程技术部临时负责人，工程技术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宁夏银仪电力设备

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山西

中铝华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文山电解铝项目组组

长；中铝山西工作推进办公室成员。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云

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许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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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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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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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许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三）丁吉林先生 

丁吉林，男，汉族，1967 年 10 月生，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历任云南铝厂电解一分厂副厂长；云南省威信县挂

职科技副县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副主任，电解生产准备办主任，总经理助

理兼生产计划部主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云南冶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能源管控中心主任，总调度长兼生产调度中心主任，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能源总监；云南冶金集团慧能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裁。  

丁吉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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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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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丁吉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0,000

股。 

（四）路增进先生 

路增进，男，汉族，1964 年 3 月生，1985 年 9 月参加工作，199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本科学历，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历任贵州铝厂一碳素厂调度室副调度长，生产

技术科副科长，技质科科长，二碳素厂技术科科长，总工程师，碳素厂总工程师；中国铝业

贵州分公司碳素厂总工程师，技术开发部经理，计划企管部经理，项目工程部经理；清镇煤

电铝一体化项目副指挥长；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长；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贵州铝厂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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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南文山电解铝项目组副组长。现任云南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路增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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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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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路增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五）陈德斌先生 

陈德斌，男，汉族，1966 年 11 月生，1988 年 7月参加工作，1995 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历任云南铝厂加工分厂办公室副主任，副厂长，厂长；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加工项

目部主任；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董事长；云南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鹤

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高级副总裁；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曲靖云铝淯鑫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德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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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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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陈德斌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8,206

股。 

（六）焦云先生 

焦云，男，汉族，1967 年 7月生，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9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云南铝厂企管处综合科副科长，电解一分厂副

厂长、进出口公司经理；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公司业务五部经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处副处长，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市场营销部经理，总经济师兼市场营销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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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总经济师，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云南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焦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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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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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焦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5,000 股。 

（七）郑利海先生 

郑利海，男，汉族，1975 年 6 月生，1998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干部；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局

长办公室秘书；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国家税务总局

纳税服务司处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现任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监事；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中铝矿业有限公司监事；中铝宁夏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中铝山东有限公司监事；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监事；中铝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兰州铝业有限公司监事。 

郑利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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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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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郑利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一）鲍卉芳女士 

鲍卉芳，女，汉族，1963 年 3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全国律协金融证券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证监会第七届，第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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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律师；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鲍卉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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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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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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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目前，鲍卉芳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汪涛先生 

汪涛，男，汉族，1965 年 5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原）郑州邮电部设计院（现

联通中询研究设计院）仪表室工程师，王码电脑（惠州）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惠州国贸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德国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印

度公司总经理，北京数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市场总经理，北京数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球投资总裁。现任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汪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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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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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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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目前，汪涛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票。 

（三）杨继伟先生 

杨继伟，男，汉族，1970 年 3 月生，会计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

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曾在云南省开远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办公室、设计及会计等工作，在

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现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重点学科建设办主

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无线数字电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继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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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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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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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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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目前，杨继伟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四）施哲先生 

施哲，男，汉族，1957 年 11 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历任昆明工学院冶金

系副教授、副主任，德国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昆明理工大学材料与冶

金工程学院教授、博导、院长，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博导、院长，省部

共建复杂有色金属资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管理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第十

一、十二届人大常委，云南省第八、九届政协常委，第十一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云南

省民盟省委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副主委。现为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二级教授、

博导、博士后合作教授。 

施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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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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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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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施哲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施哲先生已作出书面承诺，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目前，施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