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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月 29 日以专人送达及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及参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的通知，并于2021年 2 月 8日 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常兴文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为 9 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财

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岳建光先生等六人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岳建光先生、杜战军先生、魏俊锋先生、杨磊先生、张建平先生、王文正先

生等六人于 2020 年 2 月被公司董事会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原任期即将到期。

以上六人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忠实勤勉，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聘任其为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一年。上述被聘任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

资格，其简历详见附件。 

投票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付大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付大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一年。付大喜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其简历

详见附件。 

投票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提升生产能力项目”已按计划

实施完毕，满足了结项条件。通过该项目，公司引进和培养了多名公路、市政、

建筑等业务板块的博士、高级工程师以及各类注册师；加大了配套设计软件、计

算软件、结构软件等软件投入以及计算机、大型绘图仪等硬件投入；购置吊臂式

桥梁检测车、多功能车辙试验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先进的道路、桥梁、隧道试

验检测设备，提升了公司勘察设计、规划研究、设计咨询、试验检测、工程管理

等综合服务能力。 

“提升生产能力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 16,763.02 万元，结项时结余募集资

金 1,173.14 万元。公司拟将上述结余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

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含利息收入）不超过该

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10%，根据《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结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

授权财务部办理本次专户注销事项，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亦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以上具体内容请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投票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8 日 

  



附件： 

1、岳建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生，本科，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交设院”）

第一测设处副处长、第三测设处副处长、生产管理处副处长、经营管理处处长，

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交设院有限”）

审核咨询部院副总工程师，公司设计二院院长、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岳建光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大股东河南交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院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1,647,475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72%。岳建光先生与公司 6 名非独立董事以及其他 7 名职工（含公

司董事会秘书王国锋先生和财务总监林明先生，以及本次被聘任为副总经理的杜

战军先生、杨磊先生和张建平先生）共计 14 人签订有《一致行动人协议》，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上述 14 名实际控制人共通过交院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45,010,1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0%。岳建光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岳建光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岳建光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最近五年

岳建光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2、杜战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 年生，本科，注册咨

询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交设院第二测设处副处长、交设院有限设计二分

院副院长、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质量部部长、审核咨询中心主任、公司首席设

计师、副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杜战军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大股东交院控股

间接持有公司 1,647,4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杜战军先生与公司 6 名非

独立董事以及其他 7名职工（含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国锋先生和财务总监林明先生，

以及本次被聘任为副总经理的岳建光先生、杨磊先生和张建平先生）共计 14 人



签订有《一致行动人协议》，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上述 14 名实际控制人

共通过交院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45,010,1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0%。杜战军

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无关联关系。杜战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

查询，杜战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最近五年杜战军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 

3、魏俊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 年生，硕士研究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曾任交设院有限事业发展部副主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睿致远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魏俊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0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

魏俊锋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魏俊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

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经查询，魏俊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最近五年魏俊锋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4、杨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 年生，本科，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曾任设计事务所副所长、所长，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第四测设

处副处长，交设院有限设计四分院副院长、院长，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交院工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杨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512 股,通过公司大股东交院控股

间接持有公司 1,647,4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杨磊先生与公司 6 名非独



立董事以及其他 7 名职工（含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国锋先生和财务总监林明先生，

以及本次被聘任为副总经理的岳建光先生、杜战军先生和张建平先生）共计 14

人签订有《一致行动人协议》，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上述 14 名实际控制

人共通过交院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45,010,1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0%。杨磊

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无关联关系。杨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

询，杨磊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的任职条件。最近五年杨磊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 

5、张建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生，硕士，高级工

程师。曾任河南高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建公司”）合同部副主任、

监理组长、合同部主任、副总监、总监理工程师、总经理、执行董事，公司总经

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高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睿致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建平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大股东交院控股

间接持有公司 1,635,6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张建平先生与公司 6 名非

独立董事以及其他 7 名职工（含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国锋先生和财务总监林明先生，

以及本次被聘任为副总经理的岳建光先生、杜战军先生和杨磊先生先生）共计

14 人签订有《一致行动人协议》，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上述 14 名实际控

制人共通过交院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45,010,1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0%。张

建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张建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张建平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目前张建平先生除担任公司所属职位外，还担任河南

领航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6、王文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生，本科学历，高

级工程师。曾任郑州市建筑设计院第一工程设计院院长、郑州市建筑设计院副院

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文正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持有限售股份 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王文正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王文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

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王文正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7、付大喜，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 年生，硕士，正高级

工程师。2001 年入职交设院，曾任设计三处技术人员、城市交通与地下工程设

计院主任工程师、副院长、院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城市交通与地下工程设计

院院长、铁路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截至本公告日，付大喜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大股东交院控股

间接持有公司 1,130,3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9%。付大喜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付大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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