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一次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北京 

 



2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十一次（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目    录 

 

公司第九十一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 3 

关于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 6 

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 1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3 

  



3 

 

公司第九十一次（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1 年 1 月 18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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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A 座 10 层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赵立民董事长 

主要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宣布现场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

人数、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介绍会议见证

律师、列席会议的人员。 

二、议案审议 

（一）会议主持人安排相关人员宣读议案 

1. 关于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2. 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与会股东发言 

三、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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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场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表决 

（二）计票人、监票人统计表决票 

（三）宣布现场表决情况 

（四）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五）宣布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的结果 

四、会议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五、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等签署法律文件，会议主持人宣布股东大

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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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规则 

 

一、总则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社会

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投票细则  

1.股东大会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得出后

将与网络表决合计形成最终表决结果，并予以公告。  

2.现场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真填写，

填写完毕，务必签署姓名，并将表决票投入投票箱。未填、多填、字迹

无法辨认、没有股东名称、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视为该股东放

弃表决权利，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该项表决有效票总数之内。  

3.表决票发生遗失或缺损，原则上不予补发；如有特殊情况，需经

现场律师见证，到会务组办理手续后补票。 

4.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入表决

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  

5.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6.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请详见 2020年 12月 31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临 2020-047 号公告。 

 

 

 

 



6 

 

 

 

 

关于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将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任期届满，需进行董

事会换届选举。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正常开展，公司股东推荐赵立

民先生、郑奕女士、刘社梅先生、张宁先生、陈永照先生、梁志爱先

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为连选连任。 

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11 名董事组成，现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10 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17 日。 

经审阅上述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

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一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会议文件 
 



7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立民先生简历 

赵立民，男，汉族，1969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辽宁大学工

业经济专业毕业，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赵立民先生先后在国

有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财务管理、不良资产处置及管

理等工作。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公司沈阳办事处、呼和浩特办事处、吉林分公司及信达投资有限公

司，历任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党委书记。现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裁助

理，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 

 

郑奕女士简历 

    郑奕，女，汉族，1978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澳大利亚格里

菲斯大学毕业，银行金融学硕士学位，经济师。郑奕女士曾就职于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集团协同部、公司管理部、

市场开发部，从事子公司管理和集团协同工作。现任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管理部子公司管理二处处长，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中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社梅先生简历 

刘社梅，男，汉族，1963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

学毕业，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刘社梅先生先

后在研究院、国家机关、房地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实业投资公

司从事科研、经营管理、证券投资等工作。曾就职于机械工业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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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司，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公司房地产公司，北京扬子公司，信

达投资有限公司证券业务部、投资银行部，历任主任科员、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现任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信达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宁先生简历 

    张宁，男，苗族，196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专业毕业，经济学学士。张宁先生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信托投

资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经济管理、证券投资、资产处置、经营

管理等工作。曾就职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证

券交易处，上海营业部，东城营业部，上海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历任副处长、副总经理兼总稽核、总经

理、执行董事等职。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

总经理。 

 

陈永照先生简历 

陈永照，男，汉族，1963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函授

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本科学历，经济师。陈永照先生曾就职

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财务部、淮矿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历任副部长、部长、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等职。现任信

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梁志爱先生简历 

梁志爱，男，1970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

经济师。梁志爱先生曾就职于江西昌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江西嘉圆房地产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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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历任经理、董事、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上海嘉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江西交投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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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将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任期届满，需进行董

事会换届选举。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正常开展，公司提名委员会根

据公司战略定位及行业特点，积极物色独立董事人选，经过认真研究，

推荐刘红霞女士、霍文营先生、卢太平先生、仲为国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11 名董事组成，现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10 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17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仲为国先生由于初次被提名独立董事，已出具承

诺如下：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的独

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经审阅上述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

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上述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核查无异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一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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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红霞女士简历 

刘红霞，女，汉族，1963 年 9 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毕

业，博士学位；2007 年 5 月完成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博士后研究

工作出站；2007 年-2008 年期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作为访问学

者。刘红霞女士曾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等称号，主要

从事会计与财务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研究导师，兼任北京企业内控专家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兼任农业银行（601288）

外部监事，兼任招商南油（601975）、九阳股份（002242）、天神娱乐

（002354）、信达地产（600657）独立董事。 

 

霍文营先生简历 

霍文营，男，汉族，1963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系建筑结构工程专业毕业，工学学士，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霍文营先生先后在国家设计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设计与设计管

理等工作。曾就职于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华森公司等。现任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香港工程师协会会员、英国皇家注册

工程师、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

北京建筑大学硕士生导师等职。 

 

卢太平先生简历 

    卢太平，男，汉族，1963 年 9 月出生。南京理工大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卢太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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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和会计学院院长等职。现任安徽

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仲为国简历 

    仲为国，男，汉族，198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香港城市大

学商学院毕业，博士学位。2014 年 7 月加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产业与区域创新政策与规划、

企业创新战略、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国际化战略，所撰写的关于全国

企业创新的系列调研报告，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或被选入十九

大工作报告；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2020，创新战略管理），获得众多国际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如中国管理研究卓越奖（2014，2015）、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等。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教师党支部

支部书记，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北大光华—日出

东方”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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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将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任期届满。为保证公

司监事会工作正常开展，公司股东推荐叶方明先生、张伟先生，公司

监事会推荐李娜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

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17 日。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一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三 

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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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叶方明先生简历 

叶方明，男，汉族，196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香港中文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

事处、财务会计部、投资与管理部、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科长、高级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任信达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 

 

张伟先生简历 

张伟，男，汉族，安徽利辛人，1972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函授会计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会计师、审计师，

曾任淮南矿业集团审计处经济责任审计室副主任、主任审计师、主

任等职，现任淮南矿业集团风险管理部部长。 

 

李娜女士简历 

李娜，女，汉族，1989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政法大学行

政管理专业，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曾就职于航空总医院发

展规划处、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中

航联创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碧有信（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历任干事、团委委员、人力资源经理、人力行政经理、高级人

力资源经理等职，现任北京东方奥天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北京崇远投资经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临时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