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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2 月 9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将公司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郑如彬先生、付朝清先生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智先生、傅达

清先生、石慧女士及公司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提名的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廖高尚先生、黄嘉頴先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重庆水务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0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如彬先生简历 

郑如彬，男，汉族，1967 年 11 月生，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水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1989.07—1995.05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 202施工

处技术员、工程项目部副经理，1993.01 施工处主任 

1995.05—1999.05  交通部第二航务管理局第二工程公司副经理

兼温州分公司经理 

1999.05—2001.07  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第二航务工程局

第二工程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 

2001.07—2003.06  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2001.12

兼道路桥梁管理处处长 

2003.06—2017.07  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其

间：2006.03—2009.12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

学习，获工程硕士；2009.03—2009.12  重庆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

一班学习； 2013.03—2018.01 兼任重庆市第四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 

2017.07—2017.08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7.08—2021.01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 

2018.10— 兼任重庆中法环保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2018.10— 兼任重庆城镇供水排水行业协会会长 

2019.04— 兼任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会长 

2021.0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廖高尚先生简历 

廖高尚，男，汉族，1978 年 5 月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

武汉体育学院本科毕业，教育学学士，高级政工师。现任重庆水务集

团党委副书记。 

1999.07—2010.10  武警重庆市警卫局见习参谋、副连职参谋、正

连职参谋、副营职参谋、正营职参谋、副团职副处长 

（其间：2002.07—2004.02 委派至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

工作） 

2010.10—2014.12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调研员、

副处级秘书、调研员 

（其间：2013.06—2014.06中央巡视组副处级巡视专员） 

2014.12—2018.0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处级机要秘书 

2018.03—2018.05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8.05—2019.12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其间：2019.02—兼中国环境监察理事会副理事长；2019.05—

兼集团本部党总支书记；2019.12——兼集团保密总监） 

2019.12—2021.0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兼保密总监、集团本部党总支书记、中国环境监察理事会副理事



长 

2021.0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中国环境监

察理事会副理事长 

 

付朝清先生简历 

付朝清，男，汉族，1973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重庆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大学（在职）毕业，高级政工师。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重庆市三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法定代表人）。 

1997.11—2003.12  丰都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干部、团支部书记、

排水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新县城排水工程建设项目部副经理 

2003.12—2007.12  重庆市三峡水务丰都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党

支部委员、副经理 

2007.12—2009.12  重庆市大足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法定代表人） 

2009.12—2011.07  重庆市渝西水务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总经

理助理 

2011.07—2017.05  重庆市三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代总经理（副总经理级） 

2017.05—2021.01  重庆市三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21.0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重



庆市三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黄嘉頴先生简历 

黄嘉頴先生，1974 年 3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香港永久居民，

硕士学历。 

2007年 7 月至 2011年 8 月  任苏伊士环境集团亚洲项目总监 

2008年 8 月起  任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  任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高级业

务总监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任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业务拓

展部副总裁 

2014年 4月至 2017年 9月  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  兼任苏伊士新创建水务运营财务

总监 

2018年 7 月起  任苏伊士（亚洲）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2020年 4 月至 2021年 1 月  任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监事 

2021年 2 月起  任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 

 

张智先生简历 

张智，男，汉族，1960 年 3月出生，1982 年 7 月参加工作，研

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现任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 



1978.09-1982.07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本

科学习 

1982.07-1987.02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建设系，科研教学，

助教 

1984.09-1986.07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市政工程专业，研究生

学习，硕士学位 

1987.02-1993.0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建设系，科研教学，

讲师 

1993.06-1997.10 重庆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科研教学，副教

授 

1997.09-2003.06 重庆大学（2000 年重庆建筑大学与重庆大学

合并），市政工程专业，研究生学习，博士学位 

1997.10-2000.04 重庆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科研教学，教授

（1993.12-2000.04任重庆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副院长） 

2000.05-2019.12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科研教学，

教授（2000.5-2018.3 任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院长） 

2019.12-至今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科研教学，教授 

 

傅达清先生简历 

傅达清，男，汉族，1966 年 11 月出生，1988 年 7月参加工作，

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已取得律师资格证、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现任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1984.09-1987.07 达县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专科学习 

1987.09-1988.07  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学习，学

士学位 

1988.07-1999.03  重庆商学院（现重庆工商大学），英语教师 

1998.09-2002.03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研究生（在职）

学习，硕士学位 

1999.04-2015.09 重庆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5.10-至今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石慧女士简历 

石慧，女，汉族，1971 年 7 月出生，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

学本科学历，理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深会员），

ACCA（国际特许公认会计师），IACVA（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分析师），

资产评估师。现任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1989.09-1993.07  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本科学习 

1993.07-1998.01  重庆电机厂、销售工作 

1998.02-2005.08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2005.08-2013.12  重庆中金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2013.12-至今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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