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度金牛最佳董秘榜单

1

九阳股份 姜广勇

1970年出生， 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

历，近5年一直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任杭

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杭州九阳欧南多小家电

有限公司，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杭州九阳

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桐庐九阳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杭州九阳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2

�光大银行 卢鸿

1963年出生，高级经济师。曾任铁道部规划

院工程师，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

中国光大银行行员、证券部经理、总行股份制改

制办公室业务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处长、计划资

金部总经理助理，北京分行（总行营业部）计划

财务部总经理，总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2009年

9月至今任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

（行长助理级）。

3

信立泰 杨健锋

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诺泰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6年

1月至2007年5月在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任行政人事部主管；2007年6月至2007年9月在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行政人事部主

管；2007年10月至2010年8月任深圳信立泰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8月至今

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

秘书。

4

保利地产 黄海

197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1997年参加工

作， 历任深圳沃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融部业务

经理， 广州兴达通讯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市场部

经理，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兼

证券事务代表。 2002年进入保利地产工作，现任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5

工商银行 胡浩

1962年出生。 胡浩先生自2008年7月起

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总经理。 1984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曾任中

国工商银行工商信贷部副总经理、信贷管理

部副总经理、机构业务部总经理，并曾任华

商银行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董事长、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

副局长。 目前兼任中国工商银行 (亚洲)有限

公司董事、厦门国际银行董事。 胡浩先生毕

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学院， 取得学士学位，后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

学位。

6

中国平安 金绍梁

1960年出生。自2007年3月和2004年6月起

分别出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和投资者关系主管。自1992年9

月加盟平安以来，历任再保部总经理，总精算师

办公室主任， 战略拓展部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获得挪威理工学院商业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和海洋工程硕士学位。

7

大华股份 吴坚

1974年出生，硕士学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兼副总裁， 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常务理

事，杭州市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

8

建设银行 陈彩虹

1957年出生。自2007年8月起出任本行董事

会秘书。 在此之前，陈先生自2003年4月至2007

年7月， 任中国建设银行汉城分行总经理；2001

年1月至2003年4月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分行副

行长；2000年5月至2000年1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

办公室主任；1997年3月至2000年5月任中国建

设银行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4月至1997年3月

任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部海外机构处处长；1993

年11月至1995年4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部海

外机构处副处长；1992年8月至1993年11月任中

国建设银行汉城代表处副首席代表。陈先生是高

级经济师，1986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9

东风股份 邓夏恩

1977年出生，2003年至2010年担任广东众

大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1年至今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法务总监。

10

上海凯宝 穆竟伟

1979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新谊药业

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凯宝有限销售部下属公

共事业部部长。现任上海凯宝药业董事会秘书。

11

棕榈园林 杨镜良

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广东省梅州市

电视台记者、编辑、对外联络部主任，地中海国

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2007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 广东省棕榈园林公益基金会法

定代表人、理事长。

12

北京银行 杨书剑

1969年出生。 1997年7月加入本行。 杨先生

于2007年8月至今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其间

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兼任中加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2005年3月至2007年7月担任董事

会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2004年2月至2005

年2月担任学院路支行行长，2002年5月至2004

年1月担任人事部副总经理，2000年5月至2002

年4月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7月至2000年4

月担任业务发展部银行卡业务组组长。杨先生为

高级经济师， 于1991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学士

学位，于1994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于

1997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3

碧水源 何愿平

1966年出生， 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北

京科技大学工学硕士，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金

融数学硕士，现任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

1991年12月至1992年12月任北京理工大学科

技处科长，1992年12月至1997年4月任国家科

委中国国际科学中心国际合作部部长，1997年

5月至2000年6月到国外留学，2000年7月至

2001年10月任北大方正集团北大方正投资公

司助理总裁，投资总监，2001年10月至2003年

3月任北大方正集团方正东安稀土总公司总经

理，2003年4月至2005年8月任北京安联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投资总监，2005年9月至

2007年6月任北京碧水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2007年6月起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何愿平先生是第二届海淀科技园区优秀

青年企业家。

14

东华软件 杨健

1968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曾在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

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

悦达投资 王佩萍

女，1971年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经济

师。曾任本公司证券部副部长，江苏悦达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处副主任， 悦达控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本公司证券部部长。 现

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6

新希望 向川

1958年出生，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曾任四川达县立新铁厂生产经营副厂长，四

川达县覃家坝铁厂厂长， 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副科长，达县计委副主任，达县经协委主任，海

口鑫达工贸公司董事长，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河南通威公司董事长；现任新

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7

奥瑞金 高树军

197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

科技大学，工程师。曾任职于中航工业总公司第

304研究所，天同证券研究部，国泰君安财务顾

问有限公司，信达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信达地

产股份公司，2011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2011年3月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18

广联达 张奎江

1967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职华北石油管

理局，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鹏证券北

京管理总部，本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9

中国银行 范耀胜

1968年出生， 自2012年9月起任本行董事

会秘书。 1994年加入本行。 曾先后担任不同职

务， 包括总行公司业务部和公司金融总部公司

业务模块客户关系管理总监、 业务流程再造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兼IT蓝图实施办

公室副主任(业务)、董事会秘书部总经理。 199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获学士学位，1993

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

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具有中国律师资格。

20

迪安诊断 徐敏

1973年出生，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2

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董事，副总经

理；2010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1

永辉超市 张经仪

1959年出生，高级经济师，华东政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结业。 2009年8

月至今担任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 历任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教育

科副科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上海

涂料公司董事，常熟三爱富氟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常熟三爱富中昊新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上海富诺林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董

事， 内蒙古三爱富氟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22

正泰电器 王国荣

1971年出生， 研究生学历， 国际注册会计

师，高级会计师，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会

员， 曾任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部长，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3

金地集团 徐家俊

1978年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历

任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副总经

理，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兼任金地商置行政总裁。

24

云南白药 吴伟

1970年出生，本科，高级会计师。 历任云南

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会计， 副部

长、部长、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财务

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云南省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25

瑞康医药 周云

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历任

烟台市医药公司组织科干事、烟台市医药公司下

属企业劳资主管， 山东瑞康药业人力资源部经

理，瑞康配送人力资源中心经理、总监、瑞康配送

监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董事。

26

青岛海尔 明国珍

女，1964年出生。 经济学硕士， 高级经济

师。 曾任中国金融学院投资系讲师，投资经济

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资

金部业务员，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经营

管理部总经理兼人事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

理，光大国际投资咨询公司常务副总；中国证

券业协会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协会

资格管理部副主任，协会执业标准委员会副主

任。 现任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7

史丹利 胡照顺

198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 胡照顺先生

2005年9月进入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先后

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09年

至今担任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胡照顺先生于2011年4月29日取得了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

格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8

富瑞特装 张建忠

1973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职称。

1995年至1999年在张家港市第二化工机械厂

任职，1999年至2004年在张家港市圣达因化工

机械有限公司担任行政部经理，2005年1月至

2007年8月任富瑞锅炉行政部经理，2007年8月

至2008年6月任韩中深冷行政部经理。 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29

汤臣倍健 林志成

1968年出生，籍贯广东，毕业于华南理工大

学化学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6年至2011年

在利丰亚洲任华东区高级经理；2011年7月进入

本公司， 任投资发展中心总监；2012年6月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

30

交通银行 杜江龙

197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杜先生1992年7

月至1994年9月在湖南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

工作；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为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97年7月至2009年4月

先后在财政部商贸金融司、国债金融司、金融司

工作，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金融一处副

处长、金融司司秘书(正处长级)、金融一处处长；

2009年4月至今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级干

部。 杜先生1997年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

经济学硕士学位，2003年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31

荣盛发展 陈金海

1969年出生，哲学学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

学哲学系行政管理专业。 曾获证券投资咨询从

业，执业资格，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历任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其中:2005年5月-9月借调

海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工作)， 董事长助

理，董事会秘书，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2

国药一致 陈常兵

1967年出生，硕士，中共党员。 1992年参加工

作，有十余年企业管理经验。 1997年4月至2000年

11月在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工作，2000年

12月起任一致药业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

33

�科华生物 单莹

女，1969年出生，经济学硕士，国际商务师。

曾任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主

管。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 参股子公司上海梅里埃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34

白云机场 徐光玉

1952年出生，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政

工师。历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务。现任本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

35

宁沪高速 姚永嘉

1964年出生，高级工程师，1992年8月加入

本公司。 姚先生曾先后任职江苏省交通规划设

计院、 江苏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科长及本公

司证券科科长，有超过十年从事工程管理、投资

分析、融资及证券等经验。

36

兴业银行 唐斌

195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

级经济师。历任福建省统计局贸易统计处，外经

统计处副处长， 福建省体改委综合规划处副处

长，分配体制处处长，兴业银行办公室，业务发

展部，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筹

建组组长，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局总经理，兴业

银行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现任

兴业银行董事，董事会秘书。

37

同仁堂 贾泽涛

1977年出生，大学学历，助理翻译。 历任北

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北

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38

上海机电 司文培

1964年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曾任上海人造板机器厂财务科科长， 上海人造

板机器厂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上海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39

平安银行 李南青

195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副教授，高级经济

师。 1985年起，历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室负

责人；四川省委研究室，省社科联处长，办公室主

任，秘书长，党组成员，《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总编

辑，《天府新论》主编。 1994年进入招商银行，历

任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助理， 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宣

传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纪委委员，杭州分行

副行长，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005年至2007年，

任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 2007年进入

平安银行，历任零售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0

探路者 张成

1973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 曾

任甘肃省酒泉地区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北

京瑞信达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创办甘肃酒

泉弘正会计师事务所并担任主任会计师 (执行

董事)， 于2005年1月至2006年8月在英国金融

学院新加坡中心深造。 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41

中国石化 黄文生

1967年出生， 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兼任中

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主任。黄先生是教授级高级

经济师，大学文化。 2003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董

事会秘书局副主任；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证

券事务代表；2009年8月起任中国石化总裁办公

室副主任。 2009年9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

局主任。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

42

老板电器 王刚

1975年出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

计师。1997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海宁市地方

税务局稽查员，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研

发总监，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002195)

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长，总经理助理，老板

家电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投资总监。

43

中国神华 黄清

1966年出生，自2004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亦为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负责公

司资本市场工作。在加入本公司之前，黄先生自

2002年起担任神华集团办公厅副主任，自2003

年7月起担任神华集团董事长秘书。于1998年加

入神华集团前， 他曾担任湖北省铁路公司副总

经理及湖北省政府副省长的秘书。 黄先生于

2004年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培训合格证书。黄先生为高级工程师，他于1988

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于1991年

毕业于广西大学，获硕士学位。

44

索菲亚 潘雯姗

女，197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1年9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职于广东省财经学校，箭牌

糖果有限公司，广州高露洁棕榄有限公司，北京

捷孚凯市场调研公司，2009年2月至今先后担任

本公司董事长助理，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45

西部建设 林彬

1967年出生， 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

2009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

资格证书。曾任新疆新路实业公司经理，新疆西

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投资部

部长、副总经理。 2013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46

森源电气 崔付军

1972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具有注册会计

师资格和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 先后在长葛市

晨钟机械厂，长葛市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工作。

2004年进入公司工作，任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47

中国国旅 薛军

1963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

学历，助理经济师。曾任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资

源开发管理处副处长，科技处副处长，国家旅游局

计统司计划处副处长，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发展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理事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总裁办公室主任，中国国

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中国国

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中国国旅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中国免税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国旅(北京)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监事。

48

普邦园林 马力达

1980年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中山大学管理

学院，经济师，信息系统监理师。 历任广东正中

珠江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广州万科房地产

有限公司高级专业经理，招商地产高级会计师，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

秘书， 现任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

49

青岛啤酒 张瑞祥

196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股权管理总部部长。张先生长期从事

投资者关系，信息披露等上市相关工作，在上市

公司运作及资本市场再融资方面积累了较丰富

的经验。

青岛啤酒 张学举

1955年出生，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张先生曾任公司财务部部长，销售公司总

经理，公司副总裁等职，具有丰富的营销管理和

财务管理经验。

50

招商地产 刘宁

1968年出生，1992年本科毕业于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机械加工专业。 2000年完成南开大学

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 2001年

至2003年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并获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 历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专员， 现任深圳市长方半导体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深圳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深圳市金宏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2004年10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18

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获资格证书；

2005年1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4

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班。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董秘

601216.SH

内蒙君正 张杰

601669.SH

中国电建 王志平

600375.SH

华菱星马 金方放

002277.SZ

友阿股份 陈学文

000917.SZ

电广传媒 廖朝晖

600322.SH

天房发展 杨新喆

600803.SH

威远生化 王东英

000413.SZ

东旭光电 付殷芳

600750.SH

江中药业 吴伯帆

300017.SZ

网宿科技 周丽萍

002565.SZ

上海绿新 张晓东

002568.SZ

百润股份 程显东

002302.SZ

西部建设 林彬

600543.SH

莫高股份 贾洪文

002142.SZ

宁波银行 杨晨

2013年度最佳投资者关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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