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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3    证券简称：光环新网    公告编号：2022-027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 

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

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2022年 4月 19日

经公司 2022 年度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杨宇航先生、耿岩先生、袁丁女士、隗宁先生 

独立董事：孔良先生、姜山赫先生、王秀荷女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 7 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即 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5年 5月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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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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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监事：李超女士、郭军生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郭晓玉女士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以上 3 名监事组成，任期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即 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5年 5月 11日。监事会成员最近

两年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

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三、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1、因任期届满，耿殿根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务，耿殿根先生离任后将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日，耿殿根先生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是控股股东舟山百汇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百汇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百汇达 99.99%合伙份额。百汇达持

有公司 447,421,99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89%，除上述持股外，百汇达尚有

15,400,000 股公司股份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耿殿根先生的配偶、父母、子女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耿殿根先生的

姐姐耿桂芳女士持有公司 11,172,633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2%；耿殿根先生的

侄子耿岩先生持有公司 1,49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耿殿根先生配偶的

妹夫郭明强先生持有公司 1,167,187股，占公司总股本 0.06%；耿桂芳女士的儿

子，亦是耿殿根先生的外甥王路先生持有公司 2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百汇达、耿桂芳女士、耿岩先生、

郭明强先生、王路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 

百汇达、耿桂芳女士、耿岩先生、郭明强先生及王路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作出股份锁定承诺：在耿殿根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有关规定，耿殿根先生已委托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

信息，并办理百汇达、耿桂芳女士、耿岩先生、郭明强先生及王路先生相关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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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事宜。百汇达、耿桂芳女士、耿岩先生、郭明强先生及王路先生承诺在耿殿

根先生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耿殿根先生离任后，百汇达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减持股份及相

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耿殿根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因任期届满，侯成训先生和郭莉莉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日，侯成训先生和郭

莉莉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二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二人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

关规定，侯成训先生和郭莉莉女士已委托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3、因任期届满，刘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日，刘红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刘红女士已委托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4、因任期届满，王军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王军辉

先生离任后将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负责法律事务和合规管理工作。截至本公告

日，王军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共青城云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5.2921%出资份额，共青城云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

司 10,112,126股股份（其中 505万股已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占

公司总股本 0.56%；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王军辉先生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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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离任信息。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职及为公司发

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 2022年度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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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杨宇航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2年出生，汉族，毕业

于英国 ASTON大学，硕士学历。1991年-200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期间曾担任校长助理、网络中心主任；2000年-2002年任长城宽带网络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2004年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副总裁；2004年 1

月-8 月任中国网通集团南方通信公司副总裁；2004 年-2006 年任中录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裁；2009 年-2012 年任航天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2013 年任中卫普信宽带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2018 年任北京

华爱光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2018 年任共青城云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2020 年任光环新网（宁夏）云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 12月至今任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15 年 3 月至今任北京蓝沧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5 年 9 月至

今任北京德信致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 11月至今任北京科

信盛彩云计算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 2 月至今任北京中金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2016 年 3 月至今任北京无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 6 月至今任光

环有云（北京）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 9 月至今任光环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2016年 9月至今任北京亚逊新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8年 5月至今任光环云数据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 10月至今任北京弘丰科

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 年 5 月至今任北京光环金网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0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0年 1月至今任光环新网（长沙）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

年 1月至今任光环新网（浙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年 8

月至今任光环新网（天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 年 9 月至今任光

环新网（杭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 年 9月至今任云网数科（北京）

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 年 2月至今任鱼变滕飏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2013 年 3月至 2022年 5月担任公司总裁兼董事，负责企业经营

管理工作；2022年 5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负责公司战略规划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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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杨宇航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共青城云创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2.1018%出资份额，共青城云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公司 10,112,126 股股份（其中 505 万股已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 0.56%。杨宇航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耿岩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0年出生，汉族，毕业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现任政协北京市门

头沟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2005年-2014年任北京光环恒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 年-2020年任光环新网（宁夏）云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08

年 1月至今任光环云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8年 12月至今任西安

博凯创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0年 12月至今任北京瑞科新

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6 月至今任光环有云（北京）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 1 月至今任西藏亚逊新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2001 年至 2014 年 3 月任公司销售部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21

年 10 月任公司副总裁，负责公司各项业务的销售和管理工作；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5 月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协助总裁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2022 年

5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兼总裁，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耿岩先生持有公司 1,497,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8%。

耿岩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耿殿根先生的侄子，与控股股东舟山百汇达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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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袁丁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5年出生，汉族，中共党

员，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1997 年

-1999年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机动数控科担任技术员；1999年-2000 年任北京

易华特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2001 年-2002年任北京长城光环宽带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2016年-2020 年任光环新网（宁夏）云服务有限

公司监事。2008年 1月至今任光环云谷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 12月至今任

北京瑞科新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 12 月至今任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德信致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11 月至今任北京科信盛彩云计算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亚逊新

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02 年 2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任公司董事兼行政中心总

经理；2022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负责公司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工

作。 

截至本公告日，袁丁女士持有公司 701,56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4%。

袁丁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隗宁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4年出生，汉族，毕业于

河北轻化工学院，在职中央党校本科。1995 年-2000年任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招

商局科员；2000年-2005年任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2005 年-2009

年任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2009年-2012年任河北省三河市国

家级农业园区规划建设局局长；2012年-2014 年任河北省三河市机场办公室副主

任；2014年-2017年任燕郊高新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局长；2017年-2019年在石

榴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事业部总经理、冀东区域副总裁。2019 年 9 月至

今任三河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 5月起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隗宁先生持有公司 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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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宁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孔良先生，加拿大国籍，1965年出生，汉族，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对

外经贸大学经济学硕士，荷兰 Nyenrode 大学 MBA，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1991

年-1994 年在中国华润总公司任科员、科长；1996年-1997年在荷兰 van Ommeren

公司任管培生；1997 年-2000 年任加拿大拉萨尔学院国际合作主任；2001 年任

新华信管理咨询公司咨询顾问。2002年至今任北京科技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阿灵顿分校合作 EMBA 主任；2016年 7月至今任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香

港主板）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成员；2019 年 5 月至今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孔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及第 3.5.2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姜山赫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4年出生，朝鲜族，中

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律师。1987 年-1991

年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司法局工作；1991年-1998 年任黑龙江省鸡西市三和律师事

务所主任；1998年-2003年先后在北京市谢朝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地律师事

务所、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任律师；2003 年-2018

年任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兼党支部书记。2018 年至今任北京浩

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朝阳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委员、中共全联并购公会党委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

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接待法律顾问团成员、全国律师协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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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讲师团成员、清华大学法学院联合导师、北京资本市场专家服务团队成员、京

津冀“司法行政服务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河北雄安新区法律服务团”

成员、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政法委纪律作风特约督查巡查员、北京市朝阳区总工

会法律顾问、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法律顾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呼家

楼街道办事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延庆区司法局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公益法律顾

问等职务；2022年 5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姜山赫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及第 3.5.2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王秀荷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2年出生，汉族，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1987年-2002年任中石化燕山石化培训中心党校会计教研室教师；2003年-2007

年任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培训中心特聘讲师；2007年-2013年任北京工商大学

嘉华学院教师。2014 年至今任高顿财经学院特聘讲师；2022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秀荷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及第 3.5.2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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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1、李超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汉族，毕业于

中国民用航空大学，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2000年 8月至 10月在北京市政公

司第二分公司任测量员；2000 年 11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客户运营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超女士持有公司 529,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3%。

李超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郭军生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4年出生，汉族，毕业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大学，学士学位。1986年-1996年先后任原总参

工程兵部通信站、原总参兵种部第三通信站工程师、少校正营职三队队长；1996

年-2000 年先后任北京世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城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部电气工程师、项目经理；2000年-2004 年先后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网

络建设部高级项目经理、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公司计划建设部高级项

目经理；2005年-2007 年任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建设部大楼建设管理

办公室项目经理；2007 年-2011年任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客户与服务支撑部项

目经理；2011年-2015 年任联通集团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内蒙基地建设项目

经理；2015 年-2018 年任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规划建设部项目经理。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运营支撑部总经理；2022年 5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郭军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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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郭晓玉女士，中国国籍，汉族，1976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1998年至 2003年就职于北京美洲大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3年 3月至今在

公司财务管理部工作，现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郭晓玉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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