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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86%。
表决结果：通过，孙晓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1选举王尧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347,743,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1、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5日14:30
2、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795%。
表决结果：通过，王尧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2选举杨致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347,743,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41%。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5、主持人：董事长刘远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347,784,145股，占公司总股
本595,340,230股的58.417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347,740,14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8.41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4,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74％。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7人，代表
股份44,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7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通过，杨致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玉刚 邓玥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同意 347,774,3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72％；
反对
9,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2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273%； 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7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付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64%。
表决结果：通过，付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64%。
表决结果：通过，刘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选举刘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64%。
表决结果：通过，刘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选举张新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64%。
表决结果：通过，张新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5选举陈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977%。
表决结果：通过，陈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1选举肖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18%。
表决结果：通过，肖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选举王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数的7.2818%。
表决结果：通过，王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3选举孙晓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47,743,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总
数的99.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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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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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
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俞熔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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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通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5日下午14: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15日9:15-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
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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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195名，代表股份1,669,727,246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42.657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 合计183名，代
表股份385,410,6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84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人， 代表股份542,498,19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859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180人，代表股份1,127,229,05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798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熔先生、郭美玲女士、徐涛先生、王晓军先生、曾松柏先生、徐
宏先生、徐潘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俞熔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48,131,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17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79,996,1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95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选举郭美玲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44,692,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511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76,556,7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02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3选举徐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50,74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74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2,607,2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26%。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4选举王晓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48,614,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46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0,479,0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04%。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5选举曾松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45,582,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565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77,447,0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33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6选举徐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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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通知
于2021年10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监事会后， 以专人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同日下午17：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成员共同推举王
尧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附件：
付博，男，1972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全日制大学学历，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钢铁
冶金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毕业于美国莱特州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1994年7月
在莱钢炼钢厂参加工作，历任莱钢炼钢厂4#连铸机副总机长、1#炉副总炉长、炉长、厂长助理、
副厂长，莱钢股份品质保证部党委书记、副主任, 莱钢品质保证部副部长，银山型钢品质保证
部副主任，山钢集团资本运营部部长，山东钢铁集团永锋淄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钢集团资
本运营部总经理，山钢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山钢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山东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付博先生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1、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告编号：2021－070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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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通知
于2021年10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后， 以专人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同日下午16：3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成员共同推举付
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拟任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九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付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付博先生简历见附件。
2、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戴汉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戴汉强先生简历见附件。
3、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邱卫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成兆鑫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邱卫东先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3）选举孙晓琳先生、刘伟先生、肖岩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孙晓琳先生
任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4）选举孙晓琳先生、张新福先生、王毅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孙

表决结果：同意1,543,062,2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414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74,926,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9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7选举徐潘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47,475,9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78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79,340,2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49%。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辉先生、施东辉先生、郑兴军先生、王海桐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王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50,007,5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3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1,871,8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81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2选举施东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50,862,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1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2,726,2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3选举郑兴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50,852,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0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2,716,2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09%。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4选举王海桐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50,88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2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2,752,3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0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 放弃部分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4,272,896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4％；反对1,229,
948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7％；弃权1,1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6,3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3,023,2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05%；反对1,22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1%；弃权1,15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0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郦苗苗、杜凯；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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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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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王尧伟先生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附件：
王尧伟，男，1969年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全日制大学学历，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工业会
计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高级会计师。1991年7月在

长助理；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淄博张钢总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山东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
理；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任，山钢集团塞拉利昂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山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易有限公司监事、财务部副经理（科级）、财务部经理、总裁助理，莱钢集团外事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财务部副部长，莱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经理，莱钢股份国际贸易部副经理，山钢

董事，山东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山东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尧伟先生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山东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职工，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戴汉强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与公司控

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联关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邱卫东，男，1970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1993年7月-2006年8月在山东金岭铁矿财务处及淄
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2006年8月-2010年7月在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工作。2010年7月-2016年6月在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2016年
6月-2017年7月在山钢集团资本运营部工作，历任财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资本运营部经理
等，2017年7月-2021年10月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项目发展部部
长。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证券部/项目发展部部长。
邱卫东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3-3088888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

证券代码：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2021－072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职工董事、
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
为保证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
10月14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认真讨论和表决，选举宁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一），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换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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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

传真号码：0533-3089666
电子邮箱：sz000655@163.com

法规的规定；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二），将与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特此公告。

邮编：255081
成兆鑫，男，1986年5月出生，汉族，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拥有深圳证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在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侯庄矿从
事技术管理工作，2013年12月至2017年11月在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调研室从事项目调研、技

2021年10月16日

业务、项目考察调研等工作；2018年8月-2019年7月在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从事
项目调研、项目分析、信息披露等工作；2019年8月至今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成兆鑫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3-3088888
传真号码：0533-3089666

董事会
附件一：
宁革，男，1967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91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大
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91年7月在山东金岭铁矿参加工作，历任金岭铁矿召口矿技术组助理
工程师；金岭铁矿铁山矿技术组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技术组组长；金岭铁矿副总工程师；金岭
矿业铁山矿副矿长、矿长、党总支书记；金岭矿业计划设计部部长、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中心
经理、职工董事，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职工董事，山东金召矿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宁革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附件二：

电子邮箱：sz000655@163.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刘强，男，1975年8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大学

邮编：255081

学历，法律专业，政工师。历任山东金岭铁矿矿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外办副主任、保卫处副处

监事会决议公告

长、退管处副处长、工会副主席、纪委副书记，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山
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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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晓琳先生任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会议选举王尧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莱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山钢驻唐克里里副主任，山钢集团有限公司非洲总代表处副主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邱卫东先生简历见附件。

（2）选举肖岩先生、刘纯先生、王毅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肖岩先生任主

1、审议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销处副处长、处长、党支部书记 ；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助理兼企业管理处处长；山东金岭铁矿矿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1）选举付博先生、陈剑先生、肖岩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付博先生任主
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莱钢轧钢厂参加工作，历任莱钢财务处检查科副科长、进出口财务科副科长，山东莱钢国际贸

术经济分析等工作；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在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从事办公室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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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董事长提名，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戴汉强，男，1968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91年7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地质探矿工
程专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1991年7月在山东金岭铁矿参加工作，在地质工程处从事探矿
技术管理工作；1993年7月至1994年7月在山东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学习； 历任山东金岭铁矿供

异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邱卫东先生、成兆鑫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4、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邱卫东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5、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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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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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