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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7           证券简称：吉大通信       公告编号：2023-003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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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月 3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并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选举吉大通信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情况 

董事会选举周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

简历详见附件。 

二、关于聘任吉大通信第五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及名誉副董事长的情况 

鉴于林佳云先生和武良春先生为公司成长壮大做出了杰出贡献，公司董事会

一致同意聘任林佳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武良春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名誉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三、关于选举吉大通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

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1、选举宋英慧（召集人）、丁志国、周伟、李明华、邓相军、张晓阳、苏治

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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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举张晓阳（召集人）、李正乐、周伟、李明华、邓相军、宋英慧、苏治

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3、选举苏治（召集人）、李正乐、邓相军、张晓阳、宋英慧为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4、选举周伟（召集人）、李正乐、丁志国、夏锡刚、李明华、胡连全、耿燕、

邓相军、宋英慧、张晓阳、苏治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关于选举吉大通信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卢涛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

附件。 

五、关于聘任吉大通信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夏锡刚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明华、胡连全、耿

燕、杨智、于立华、于涛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

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六、关于聘任吉大通信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耿燕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耿燕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湖畔诚品 9栋 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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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31-85152089 

传真：0431-85175230 

邮箱：jlucdi@jlucdi.com 

七、聘任财务总监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李典谕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八、关于聘任吉大通信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刘殿荣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负责人，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刘殿荣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

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该行业相关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证券事务代表：刘殿荣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湖畔诚品 9栋 7层 

电话：0431-85152089 

传真：0431-85175230 

邮箱：jlucdi@jlucdi.com 

九、关于聘任吉大通信审计部负责人和战略风控法务部负责人的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高岩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聘任李艳红为公司战

略风控法务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

简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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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聘任公司子公司执行董事及代表人的情况 

聘任李明华为吉林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聘任周伟为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聘任周伟为深圳丝路创科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聘任于立华、刘伟、张阳、张旭、黄生武为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董

事，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授权于立华为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股东代表人，根据菲律宾《公司

法》及当地法律代表吉大通信行使股东权益。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关于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在菲律宾办理税务登记事项，

任命魏闯（中国国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为授权人员，代表吉林吉大通信设

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到菲律宾 BIR和其他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代表公司提交

和签署文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十一、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于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原定任期为 2019 年 7月 29日至 2022年 7月 18日，

届满离任后将不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继续在公司工作。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于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93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为 1.44%。于沆先生的配偶及其关联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于沆先生承诺将遵

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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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十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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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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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董事长简历 

周伟： 

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注册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工商管理硕士

（MBA），金融管理博士，享受吉林省第十七批政府津贴专家（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曾

任吉林大学财务处稽查专员。2005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副主任、财务总监、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董事长。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 11月至今任子

公司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长春市朝阳区第十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周伟持有本公司股份 201,471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0.0739%。周伟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周伟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确

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二、名誉董事长及名誉副董事长简历 

林佳云： 

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员。长春邮电学院计算机通信专业学士学位，法国雷

恩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学位。1989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设计人员、副总工程师、

副院长、院长，自 2010 年 5月至 2019 年 7 月任公司总经理，2010年 5 月至今 2021 年

1月任公司董事长，2010 年 5月至 2022年 12月任公司董事。 

武良春： 

1951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员。北京邮电学院微波通信专业本科学历。曾任长春

邮电学院学生辅导员、教师、科长、副处长、处长，深圳长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书记、

副总经理。1996 年加入吉林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2008年 2月至 2019 年 7月任长邮

通信董事长、总经理。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长邮通信执行董事，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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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年 1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2012年 12月至 2022年 12月任公司董

事。 

三、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周伟（详见董事长简历） 

李正乐：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副研究员。吉林大学历史学专业硕士。曾任吉林大学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科长，吉林大学保卫处副处长。现任吉大控股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4

年 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李正乐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正乐任吉林吉大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李正乐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李正乐非失信被执

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

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丁志国： 

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高等学校“学科领军教授”；吉林大学商学与

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数字普惠金融研发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农村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香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人，吉林省金融控股

集团非执行董事，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2)《理财教室》

主讲人。2020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丁志国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丁志国任吉林吉大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丁志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丁志国从未成为失信被执

行人，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从

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从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8 
 

董事。丁志国能够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

履行的各项职责。 

夏锡刚： 

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2000 年进入公司工作，

历任公司辽宁项目部主任、设计四所所长、总经理办公会秘书、计划经营部主任、总经

理助理，2017年 8月至 2021年 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2022年 1月至今兼任子公司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设计业

务事业部总裁。 

夏锡刚持有本公司股份 563,886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0.2069%。夏锡刚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夏锡刚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

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

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李明华： 

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具有董事会秘书资

格。2010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子公司吉林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副总经

理。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吉林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

年 1月至今任子公司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程业务事业部总

裁。 

李明华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明华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明华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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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连全：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建造师一级、工程师。2006 年进入公司

工作，历任子公司吉林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分公司经理、常务副总经理。202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吉林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 年 1月至今任

子公司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程业务事业部常务副总裁。 

胡连全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胡连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连全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耿燕： 

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券从业

资格。2002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司主任工程师、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主任、审计

部主任。2021年 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证券部主任、审计部主任、战

略风控法务部主任。2022 年 1月至今任子公司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行政中心总裁。 

耿燕持有本公司股份 312,70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0.1147%。耿燕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耿燕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

行的各项职责。 

邓相军：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1986 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技术创新 MBA。现任北京北邮信息网络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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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相军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邓相军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邓相军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宋英慧： 

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应用经济学

博士后。曾任长春税务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现任职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会计学教授。 

宋英慧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宋英慧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英慧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张晓阳：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吉林大学民商法学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应用经济学博

士后，索菲亚大学民商法学访问学者。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东北师范大学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春城开农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晓阳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张晓阳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晓阳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苏治： 



 

11 
 

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站从事金融学研究工作。曾任中央财

经大学讲师、副教授。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科技系主任、联合数据研究中心执

行副主任。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贵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苏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苏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苏治

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四、总经理简历 

夏锡刚（详见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五、副总经理简历 

李明华（详见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胡连全（详见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耿燕（详见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杨智： 

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程师。2010 年加入公司，历任子公司吉林

长邮通信建设有限公司分公司经理、副总经理。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杨智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内从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高级管理人员，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确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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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

责。 

于立华： 

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项目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1998 年进入公司工作，

历任主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总经理助理、执行副总经理，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任武汉分公司总经理，兼任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披露日于立华持有本公司 275,00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0.1009%。于立

华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内从未在其他机构担任高级管理人员，非失信被执行人，

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

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于涛： 

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师。2002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

公司新疆项目部主任、设计四所常务副所长、设计五所所长、计划经营部主任、政企分

院院长。2021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执行副总经理。2022 年 1 月至今任子公司中浦慧联信

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慧产品事业部总裁。 

截至披露日于涛持有本公司 4,00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0.0015%。于涛与其

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内从未在其他机构担任高级管理人员，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

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六、董事会秘书简历 

耿燕（详见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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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务总监简历 

李典谕： 

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学历，东

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13年加入公司，历任会计、会计主管、财务部主任。2021

年 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 1月至今任子公司中浦慧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财务中心总裁。 

李典谕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典谕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内从未在其

他机构担任高级管理人员，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

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

项职责。 

八、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殿荣： 

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证券从业资格。2009 年进入公司工

作，历任分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公司证券事务主管，2021年 4月至今任证券事务代表。 

刘殿荣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刘殿荣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殿荣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证券事务代表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九、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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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生，中国国籍，吉林大学会计硕士专业研究生，高级会计师。2002 年进入

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税务主管、武汉分公司财务部经理。2019年 7月至今任吉大通信审

计部负责人。 

高岩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高岩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高岩

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并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审计部负责人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十、战略风控法务部负责人简历 

李艳红： 

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吉林大学民商法学硕士、法学学士。2007 年参加工作，

历任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北亚公司法务、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法

务。2021 年 3 月进入公司工作，任公司战略风控法务部主管，2022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

战略风控法务部副主任。 

李艳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艳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艳红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战略风控法务部负责人，并确保在任职

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战略风控法务部负责人应履行的各项

职责。 

十一、公司子公司董事简历 

周伟（详见董事长简历） 

李明华（详见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于立华（详见副总经理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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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2011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

司四川项目部设计师、新疆项目部设计师，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21

年 1月至今任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采购部总经理。2022年 8月至今兼任吉大通信

（菲律宾）有限公司项目服务部总经理。 

张阳： 

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2002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取得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2017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取得了吉林大学商学院项目管理硕士学位，2014年取得了吉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级通信工程师资格证书，2008 年获得了吉林大学工程师职称。

2002年 7月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设计四所主任工程师、计划经营部副主任、烽火网

络产出线合作部副主任、武汉分公司副经理（兼任综合部主任）等职位。2020年至今任

职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公司董事），2021 年至今兼任武汉分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张旭： 

1989 年出生，中国国籍，助理工程师。2013 年进入公司工作，任公司辽宁项目部

设计人员；2018 年任光配线系统产出线副主任；2019 年任武汉分公司生产经营部副总

经理；2019年至今任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COO。 

黄生武： 

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通信工程学士，助理工程师。2014 年进入公司工作，曾

任公司设计四所设计师、光配线系统产出线设计师、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项目

总监、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项目服务部总经理。2020年 8月至今任吉大通信（菲

律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十二、武汉分公司授权代表简历 

魏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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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会计职称。2021 年 9 月进入公司工作，

现就职于吉大通信（菲律宾）有限公司财务部至今。 

十三、监事会主席简历 

卢涛： 

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会计师，管理学本科学历。1999 年进入吉林大学工作，

历任吉林大学产业管理处会计，财务科副科长，吉林大学资产经营公司（吉大控股）财

务部经理，2018年至今任吉林吉大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同时兼任吉林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和吉林吉大致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 7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 

卢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卢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

在关联关系。卢涛先生非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在禁入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并确保在任职期间

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监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