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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21－035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第一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以书面、微信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会议于 2021年 5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人，

实到 9人；公司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赵宏光先生主

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并变更法定

代表人的议案》。 

选举董事赵宏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董事王爱红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至 2024年 5 月 19日止。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赵宏光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 2021年 5月 20日正式履职，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成立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宏光 

委    员：王爱红、李文德、艾子雯、朱建民（独立董事）。 

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工作组，组长：赵宏光。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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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徐素宏（独立董事） 

委    员：李文德、朱建民（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俞敏（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委    员：杨光、朱建民（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下设审计工作组，组长：杨光。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建民（独立董事） 

委    员：赵宏光、俞敏（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赵宏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许轼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王爱红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李文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许轼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杨光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蒋久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王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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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人员任期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至 2024年 5月 19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李玉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聘任张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人员任期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至 2024年 5月 19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且公司名称已变更，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将公司 A 股证券简称由“界龙实业”拟变更为“上海易连”，股票

代码“600836”保持不变。公司变更 A股证券简称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临2021-037）。 

六、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司战略转型，布局大健康产业，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杭州博赞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哈尔滨五叶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双方约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2,000.00 万元。

杭州博赞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兄妹关系。因

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10.1.5 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爱红、李文德、陈龙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根

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价估字（2021）第 020003

号《投资价值估值报告》，哈尔滨五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及

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行业总

体特征，具有预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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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1-038）。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

心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

理中心提供反担保的公告》（临 2021-039）。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2021 年 6月 7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21-040）。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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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简 历 

董事长、总经理 赵宏光：男，汉族，1984 年 11月生，本科。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09.7-2015.1 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对公客户经理 

2015.1-2016.2 兴业银行北京分行 业务部总经理 

2016.2-2018.10 中创信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8.10-至今 北京中世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20.9-至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王爱红：女，汉族，1970年 10月生，初中。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1994-2003 景宁华立有限公司 厂长 

2003-2013 浙江富来森食品有限公司 厂长 

2014-至今 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2015-至今 上海获尔实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2019-至今 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2019.11-至今 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伙） 委派代表 

2020.9-2021.5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总经理  李文德：男，汉族，1972年 2月生，本科。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1991.8-1992.4 中共建德县委新安江区工委 规划员 

1992.4-2000.5 建德市新安江镇人民政府 城建规划办副主任 

2000.5-2000.10 建德市建设局 规划管理科科员 

2000.10-2003.3 建德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主任 

2003.3-2006.9 建德经济开发区 
规划建设部部长、 

开发区投资公司董事长 

2006.9-至今 建德市财政局 

先后任基建财务科、国资企

财科科员；融资风险资金管

理中心副主任、主任；经济

建设与投资科科长 

2021.1-至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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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许轼：男，汉族，1976 年 5月生，本科，中共党员，高

级经营师、国际注册高级内部审计师，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以及会

计从业资格。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1999-2018.8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办公室职员、证

券事务代表、投资发

展部经理、常务副总

经理、董事、董事会

秘书 

2019.2-2019.6 北京巨亿星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2019.7-2020.6 北京宏跃瑞世会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2020.9-至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杨光：男，汉族，1975年 9月生，硕士。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07.8.4-2011.4.10 中信银行凯晨广场支行 行长助理 

2011.4.11-2017.7.15 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万柳支行 副行长 

2019.7.16-至今 北京市红州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蒋久侃：男，汉族，1983年 1月生，本科，浙江省互联网协会专家库

成员，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一科技支部副主任。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08.6-2012.2 杭州动漫游戏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2012.2-2013.6 腾讯公司游戏业务管理部 高级市场策划 

2013.6.-2015.

8 
腾讯公司运营商业务部 浙江负责人 

2015.8-2018.9 腾讯公司互联网+合作事业部 浙江负责人 

2018.9-2020.7 腾讯公司云业务拓展部 浙江负责人 

2020.9-至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智慧医疗

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 

副总经理 王明明：男，蒙古族，1983年 12 月生，本科。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08.1.1-2015.1.31 浙商银行天津南开支行 市场部总经理 

2017.4.1-2017.11.30 招商证券北京望京营业部 市场部总经理 

2017.12.1-至今 北京圜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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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代表 李玉洁：女，汉族，1991年 5月生，硕士。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7.4.19-2020.4.

18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管理部项目经理 

2020.5.1-至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职员、 

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张璇：女，汉族，1985年 10 月生，本科。 

工作经历：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09.7-至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企划宣传科科长、证券

法务部副总经理、证券事

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