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1-11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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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以书面、电子发送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

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6 时在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楼三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11 名，实际

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11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表决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俞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郭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俞熔、郭美玲、徐涛、王晓军、曾松柏、徐

宏、徐潘华、王辉、施东辉、郑兴军、王海桐组成，其中主任由俞熔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施东辉、俞熔、徐涛、徐潘华、王辉、郑兴

军、王海桐组成，其中主任由施东辉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王辉、郭美玲、徐宏、王晓军、施东辉、郑

兴军、王海桐组成，其中主任由王辉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王海桐、俞熔、徐涛、曾松柏、王辉、

施东辉、郑兴军组成，其中主任由王海桐女士担任。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俞熔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俞熔先生简历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联席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徐涛先生为公司联席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徐涛先生简历见附件。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林青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林青女士简历见附件。 

林青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66773289； 

传真：021-66773220； 

电子邮箱：zqb@health-100.cn；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楼三楼证券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林琳女士、李林先生、韩圣群先生、押志高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林青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押志高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押志高先生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声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总裁、联席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夏庆仁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夏庆仁先生简历见附件。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刘丽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刘丽娟女士简历见附件。 

刘丽娟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66773289； 

传真：021-66773220； 

电子邮箱：zqb@health-100.cn；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楼三楼证券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一、总裁简历 

俞熔先生：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

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中欧国

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俞熔先生是美年健康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卫生计生委健康促进

与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协会养生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健康体检分会会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熔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826,596 股，通过上海天

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及控制公司股份 496,333,754

股，俞熔先生直接及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股份合计 541,160,3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83%，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与郭美玲女士控制的世纪长河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持有的基金产品、郭美玲女士之子郭玮瓒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775,547,1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1%），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

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俞熔先生除于 2020 年度

受到江苏监管局一次警示函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一次通报批评外，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联席总裁简历 

徐涛先生：197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会员，现任公

司董事兼联席总裁。 



 

历任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万宁中

国区执行董事，CEO；能多洁亚洲区卓越执行财务总监，大中华区总经理；联合

利华财务总监，大中华区审计负责人。 

徐涛先生在零售行业有丰富的公司运营管理和业绩提升实践经验；在消费零

售行业有超过 20 年的工作经历；在连锁企业精细化运营，绩效驱动，财务实践，

组织变革，团队建设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管理和实践经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涛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林青女士：198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注册会

计师。1998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注册会计专业，取得管理学

学士；2004 年 8 月至 2006 年 5 月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Kelley 商学院，取得

会计学硕士。2006 年 7 月至 2014 年 9 月历任美国 BKD 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

中铁天宝数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规及财务经理、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

司内控合规经理；2015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15 年 12 月至 2021 年 9 月任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林青

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四、副总裁简历 



 

林琳女士：1975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EMBA。

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COO、北京及北方区域总经理，历任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

局外贸翻译，瑞丰商务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541,799 股。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林琳

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李林先生：196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现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上海及华东区域总经理，历任天津南华皮革化工有限公司总经

理、天津人民农药厂常务副总经理、天津康盟集团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71,876 股，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林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韩圣群先生：197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现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兼北京公司总经理。

历任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公司总经理、北京慈铭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业务拓展部总监、大连寰宇药房董事长、总经理、大连司威特药

业销售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圣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韩

圣群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五、财务总监简历 



 

押志高先生：197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现

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2007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阿里网络担任财务主管、

财务经理、高级财务经理、财务总监、银泰商业集团 CFO。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押志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押

志高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六、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夏庆仁先生：1975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同济

大学，学士学位。现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首席风控官。历任 PARIMA（亚太保

险与风险管理人协会）董事会成员、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风险管理总

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庆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夏

庆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七、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丽娟女士：1989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2015

年 10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会计，2015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副总监，2021 年 7 月至今担任

证券事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丽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

丽娟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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