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后已经入场”

年轻选手充实战队 金银资产火力全开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国际黄金价格近期不断创新高， 黄金投资

“新生代” 出手即迎巅峰。 大数据信息显示，国

内“90后” 和 “00后” 的新生代投资者已加入

到这一场黄金投资盛宴之中，且“90后” 逐渐成

为后备主力。 美股互联网经纪商Robinhood平

台数据显示，近期黄金ETF交易激增期间，大量

年轻投资者格外引人注目。

黄金投资者趋于年轻化

近日贵金属价格涨势如火如荼，本周一，纽

约期货黄金、白银价格继续强势上扬，国内贵金

属期货同样经历了精彩的一天。 文华财经数据

显示，截至7月27日15:00收盘，沪金、沪银期货

主力合约分别上涨2.68%和6.28%，报430.06元/

克和5718元/千克，其中黄金期货价格再创历史

新高。

95后的小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去年

买的黄金基金近来收获颇丰，已经清仓离场。

百度指数数据显示，7月中旬以来，“黄金

ETF” 新闻头条指标从每日200条水平激增至

1000条以上。 根据人群画像指标， 按照地域属

性，对该词搜索热度最高的地区为广东、上海、

北京，其余依次为浙江、江苏、四川、山东；按照

人群属性划分， 对该主题最感兴趣的为30-39

岁人群，其次为20-29岁人群，这两大人群之间

相差较小，且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群体；按照性别

属性划分， 男、 女性别人群分别占据72.05%和

27.95%。

从上述指标来看， 对黄金ETF投资感兴趣

的人群主要分布在20-39岁的男性中间， 其中

20-29岁的年轻投资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20

岁以下的投资者也大有人在。 根据上述数据，部

分“00后” 已经加入黄金投资大本营，“90后”

则已经成为后备主力。

金银价格大涨之际， 备受年轻散户青睐的美股

互联网经纪商Robinhood平台上， 黄金ETF的

交易活动大增。 数据显示， 交易全球最大黄金

ETF的Robinhood用户一年来增加了约2万户，

至2.6万户。 有分析人士指出，本轮黄金、白银大

涨期间，年轻的新投资者不断入场。

东证期货贵金属高级分析师徐颖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可以看到资金持续流入黄

金， 北美市场黄金ETF持有量已经增加至1228

吨，较年初增加了335吨，增幅达37.5%，在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经济陷入衰退后，北美的黄

金ETF获得投资者青睐。 新增的这类投资者对

黄金价格来说无疑是利多的， 黄金ETF的配置

偏向中长期，对金价构成支撑，但年轻人的财富

水平较低， 黄金市场每日成交量在千亿美元以

上，具有深度和广度，因此年轻投资者的这部分

增量在边际上构成利多， 但尚未成为市场的主

力军。

黄金ETF持仓仍有上升空间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 兴业研究汇率商品高

级分析师付晓芸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黄金

市场投资者主要分为两类， 以黄金ETF为代表

的配置型投资者和CFTC持仓所代表的对冲基

金等专业型投资者。

“CFTC非商业持仓多为对冲基金等专业

投资者，期货市场流动性好、多空皆可以及可使

用杠杆投资，专业投资者更为偏爱。 这与ETF投

资者中的多头投资基金以及私人财富管理基金

占比较大存在差异。因此，两种类型的投资者在

考虑是否进行黄金多头配置时的出发点也存在

较大差异。 ”付晓芸表示，美国未来货币政策预

期以及实际利率变动是CFTC非商业持仓的主

要依据， 而对冲周期性风险则是多头投资基金

以及私人财富管理基金等通过黄金ETF长期配

置黄金的重要因素， 而且黄金ETF的持仓往往

与过去一段时间黄金价格表现存在正相关性。

截至 7月 21日， 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

(CFTC)数据显示，黄金净多为持仓266436手，

距离2月18日的历史高位持仓353649手仍有一

定的距离。

“短期黄金仍有上行动能，但需要格外注意

的是，一旦上涨动能衰减，黄金将进入数周的震

荡调整。 ”付晓芸称。

参考历史数据来看，徐颖认为，黄金ETF持

有量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因为决定金价上

涨的因素比较稳固，例如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财

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兜底，均施压美元，资金选择

做多黄金，投机头寸距离峰值还有一定的空间，

金价突破历史高点会吸引投机资金的流入，因

此从资金流向来看，黄金的上涨趋势将延续。

“从ETF持有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欧洲和

北美。 北美SPDR是全球最大的黄金ETF基金，

当前持有量是1228吨左右，其峰值在2012年达

到了1353吨； 全球总的ETF持有量当前在1.06

亿盎司左右（约为3320吨）， 已经创下历史新

高， 主要是欧元区的投资者从2016年开始连年

增持， 其背景是欧元区负利率债券规模的不断

上升。除此之外，短期黄金投机净多仓约为18万

手，当头寸达到29万-30万手时会造成拥挤。 ”

徐颖表示。

三策略配置黄金资产

付晓芸分析， 虽然这两年来ETF所反映的

黄金投资需求持续高涨，但CFTC非商业持仓所

代表的对冲基金等专业投资者对于黄金的投资

兴趣在2020年2月至5月持续下降，这是2月至6

月黄金走势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经验显示，仅有ETF的增持还不足以

驱动黄金价格的流畅上行， 对冲基金的介入往

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6月5日之后，黄金CFTC

基金净多仓开始快速增加， 主要源于多头增仓

显著高于空头，美国CPI即将见底回升，可能是

对冲基金开始大量增持黄金的主要因素， 也是

此波黄金流畅上行的助推动力。 ” 付晓芸表

示。

方正中期研究院院长王骏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当前市场热度下， 全球黄金价格再创新

高后继续上扬的概率较大， 关键是创新高后市

场的方向选择。 注意当前新的上行通道，以该上

行通道下沿为止损或者做好浮动止盈可能是当

前多头更好的参与方式。 从目前的风险偏好来

看，黄金投资仍可能在后续再度跑赢白银投资，

或者说金银比将再度上升。 ”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王骏建议，当前在贵

金属的强势行情中将可以采用三大投资策略：

一是宏观对冲的配置策略。 在持有其他风险资

产品种多头头寸的情况下， 增配黄金多头头寸

作为保护性宏观对冲；二是相对收益策略，比如

增配黄金多头的同时加入其他资产空头头寸，

对择时和市场判断的标准要比宏观对冲策略高

很多； 三是抗通胀方式投资黄金相关投资品的

策略。在金价出现超跌的过程中配置黄金。从各

国的货币增量角度考虑黄金价格呈现5%-10%

或者更高的年化增长可能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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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扩容

全国性AMC危中有机

□本报记者 戴安琪

日前，中国信达公告称，集团预期2020年上半年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较2019年同期下降约25%至

30%。 分析人士称，近年来，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简

称“AMC” ）盈利水平有所下降，随着资产管理行业

不断扩容，其市场份额可能会随之下降。 不过，挑战中

也有机遇， 当前我国的不良资产市场正呈现量增价跌

态势，真正有实力的机构可以凭借自身优势错位竞争。

盈利水平下降

中国信达于日前发布盈利警告称， 根据对集团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未经审核综合管理账

目的初步评估， 预期集团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

月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较2019年同期下降约

25%至30%。

对于下降原因，中国信达认为，一是受2020年上

半年资本市场表现不及去年同期的影响， 集团持有的

部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

比下降； 二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影

响， 公司持有的部分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质量

承受较大压力，出于审慎考虑，公司增加计提信用风险

拨备。

事实上，从2019年年报来看，全国性AMC的核心

盈利指标已经呈下降趋势。从上市的两家全国性AMC

核心盈利指标来看 ， 中国华融平均资产回报率

（ROA）为0.1%，平均股权回报率（ROE）为1.2%；中

国信达ROA和ROE则分别为1%和8.56%。 而在2013

年，中国华融的ROA和ROE为2.39%和13.81%；信达

当年的ROA和ROE也分别高达2.85%和22.75%。

量增价跌

除了盈利能力面临下降趋势外，全国性AMC的市

场地位或被逐渐削弱。

日前， 吉盛资产与长春市财政局合资设立了资产

管理公司———盛金资产。 7月24日，吉盛资产公司网站

信息显示：目前，盛金资产公司筹建工作已完成。 下一

步，盛金资产将立即开展开业申请工作，尽早取得银保

监会备案公告。

除地方性AMC不断增员外， 全国性AMC也增加

了一员。 今年3月，银保监会网站发文称，同意建投中

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

更名为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此外，外资机

构也开始入场。 今年2月17日，全球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Oaktree（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

标普全球发布的研报预计，随着“入局者”的不断

进入，未来两到三年，全国性AMC（中国信达、东方资

产、中国华融、长城资产和银河资产）的市场份额将降

至80%至90%。

不过， 当前不良资产行业也面临着不小的发展机

遇。 东方资产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的不良资产投资

风口已来临，且正呈现难得的‘量增价跌’的价格机遇

期。 ” 相关数据显示，整体上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资产

包价格仍然处于下行通道，2019年收购不良资产包价

格下降约10%。

某资产管理公司高管人士称：“疫情结束之后，不

良资产市场会有一些井喷，作为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如

何抓住机会，是很考验自身实力的。真正有实力的机构

会脱颖而出， 各机构也会出现凭借自身优势错位竞争

的可能。 ”

有研究员认为， 预计一段时间内不良资产仍将维

持量升价跌的趋势。信用债违约以及企业间逾期应收账

款规模或将进一步攀升，风险仍处在持续暴露和释放过

程中，非银行机构不良资产规模也继续增加。 在AMC

不良资产存量规模逐步达到高位、金融市场监管趋严的

背景下，不良资产价格预计将维持稳中有降的态势。

投资者趋于年轻化

近日贵金属价格涨势如火如荼。 本周

一，纽约期货黄金、白银价格继续强势上扬，

国内贵金属期货同样经历了精彩的一天。文

华财经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15:00收盘，

沪金、 沪银期货主力合约分别上涨2.68%和

6.28%，报430.06元/克和5718元/千克，其中

黄金期货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95后的小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

去年买的黄金基金近来收获颇丰， 已经清

仓离场。

百度指数数据显示，7月中旬以来，

“黄金ETF” 新闻头条指标从每日200条

水平激增至1000条以上。 根据人群画像指

标， 按照地域属性， 对该词搜索热度最高

的地区为广东、上海、北京，其余依次为浙

江、江苏、四川、山东；按照人群属性划分，

对该主题最感兴趣的为30-39岁人群，其

次为20-29岁人群， 这两大人群之间年龄

相差较小，且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群体；按照

性别属性划分， 男、 女性别人群分别占据

72.05%和27.95%。

从上述指标来看， 对黄金ETF投资感

兴趣的人群主要分布在20-39岁的男性中

间， 其中20-29岁的年轻投资者大有后来

居上之势，20岁以下的投资者也大有人

在。 根据上述数据，部分“00后” 已经加入

黄金投资大本营，“90后” 则已经成为后

备主力。

金银价格大涨之际，备受年轻散户青睐

的美股互联网经纪商Robinhood平台上，黄

金ETF的交易活动大增。 数据显示，交易全

球最大黄金ETF的Robinhood用户一年来

增加了约2万户，至2.6万户。 有分析人士指

出，本轮黄金、白银大涨期间，年轻的新投资

者不断入场。

东证期货贵金属高级分析师徐颖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可以看到资金持

续流入黄金， 北美市场黄金ETF持有量已

经增加至1228吨， 较年初增加了335吨，增

幅达37.5%， 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经

济陷入衰退后， 北美的黄金ETF获得投资

者青睐。 新增的这类投资者对黄金价格来

说无疑是利多的， 黄金ETF的配置偏向中

长期，对金价构成支撑，但年轻人的财富水

平较低， 黄金市场每日成交量在千亿美元

以上，具有深度和广度，因此年轻投资者的

这部分增量在边际上构成利多， 但尚未成

为市场的主力军。

� 国际黄金价格近期

不断创新高， 黄金投资

“新生代” 出手即迎巅

峰。大数据信息显示，国

内“90后” 和“00后”

的新生代投资者已加入

到这一场黄金投资盛宴

之中，且“90后” 逐渐

成为后备主力。 美股互

联 网 经 纪 商 Robin-

hood平台数据显示，

近期黄金ETF交易激

增期间， 大量年轻投资

者引人注目。

火力全开 黄金投资“新生代” 踊跃入场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黄金ETF持仓仍有上升空间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兴业研究汇率商品

高级分析师付晓芸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黄金市场投资者主要分为两类，以黄金ETF

为代表的配置型投资者和CFTC持仓所代表

的对冲基金等专业型投资者。

“CFTC非商业持仓多为对冲基金等专

业投资者，期货市场流动性好、多空皆可以

及可使用杠杆投资，专业投资者更为偏爱。

这与ETF投资者中的多头投资基金以及私

人财富管理基金占比较大存在差异。 因此，

两种类型的投资者在考虑是否进行黄金多

头配置时的出发点也存在较大差异。” 付晓

芸表示， 美国未来货币政策预期以及实际

利率变动是CFTC非商业持仓的主要依据，

而对冲周期性风险则是多头投资基金以及

私人财富管理基金等通过黄金ETF长期配

置黄金的重要因素， 而且黄金ETF的持仓

往往与过去一段时间黄金价格表现存在正

相关性。

截至7月21日， 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

(CFTC)数据显示，黄金净多为持仓266436

手，距离2月18日的历史高位持仓353649手

仍有一定的距离。

“短期黄金仍有上行动能， 但需要格外

注意的是，一旦上涨动能衰减，黄金将进入

数周的震荡调整。 ”付晓芸称。

参考历史数据来看， 徐颖认为， 黄金

ETF持有量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因为决

定金价上涨的因素比较稳固，例如美国经济

复苏缓慢，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兜底，均施

压美元，资金选择做多黄金，投机头寸距离

峰值还有一定的空间，金价突破历史高点会

吸引投机资金的流入， 因此从资金流向来

看，黄金的上涨趋势将延续。

“从ETF持有结构来看， 主要分布于欧

洲和北美。 北美SPDR是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基金，当前持有量是1228吨左右，其峰

值在2012年达到了1353吨；全球总的ETF持

有量当前在1.06亿盎司左右（约为3320吨），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主要是欧元区的投资者

从2016年开始连年增持， 其背景是欧元区

负利率债券规模的不断上升。 除此之外，短

期黄金投机净多仓约为18万手，当头寸达到

29万-30万手时会造成拥挤。 ”徐颖表示。

三策略配置黄金资产

付晓芸分析，虽然这两年来ETF所反映

的黄金投资需求持续高涨，但CFTC非商业

持仓所代表的对冲基金等专业投资者对于

黄金的投资兴趣在2020年2月至5月持续下

降， 这是2月至6月黄金走势震荡的重要原

因之一。

“历史经验显示， 仅有ETF的增持还不

足以驱动黄金价格的流畅上行，对冲基金的

介入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6月5日之后，

黄金CFTC基金净多仓开始快速增加， 主要

源于多头增仓显著高于空头， 美国CPI即将

见底回升，可能是对冲基金开始大量增持黄

金的主要因素，也是此波黄金流畅上行的助

推动力。 ”付晓芸表示。

方正中期研究院院长王骏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当前市场热度下， 全球黄金价

格再创新高后继续上扬的概率较大，关键是

创新高后市场的方向选择。注意当前新的上

行通道，以该上行通道下沿为止损或者做好

浮动止盈可能是当前多头更好的参与方式。

从目前的风险偏好来看，黄金投资仍可能在

后续再度跑赢白银投资，或者说金银比将再

度上升。 ”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王骏建议，当前

在贵金属的强势行情中将可以采用三大投

资策略：一是宏观对冲的配置策略。 在持有

其他风险资产品种多头头寸的情况下，增

配黄金多头头寸作为保护性宏观对冲；二

是相对收益策略， 比如增配黄金多头的同

时加入其他资产空头头寸， 对择时和市场

判断的标准要比宏观对冲策略高很多；三

是抗通胀方式投资黄金相关投资品的策

略。在金价出现超跌的过程中配置黄金。从

各国的货币增量角度考虑黄金价格呈现

5%-10%或者更高的年化增长可能是符合

实际的。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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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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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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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

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国际广场八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军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1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1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股

）

351,368,138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股

）

225,942,2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股

）

125,425,93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股

）

19,535,77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5.6920%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381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6.3104%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2.5404%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姚远、吴和平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选举陈军、秦琴、陈昌义、徐潘华、洪小燕等5人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吴可、唐建新、郑东平、岳琴舫等4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提交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非独立董事

陈军

A

股股东

351,173,838 99.9447% 194,300 0.0553% 0 0%

中小股东

19,341,475 99.0054% 194,300 0.9946% 0 0%

1.02

非独立董事

秦琴

A

股股东

351,023,238 99.9018% 344,900 0.0982% 0 0%

中小股东

19,190,875 98.2345% 344,900 1.7655% 0 0%

1.03

非独立董事

陈昌义

A

股股东

351,173,838 99.9447% 194,300 0.0553% 0 0%

中小股东

19,341,475 99.0054% 194,300 0.9946% 0 0%

1.04

非独立董事

徐潘华

A

股股东

351,174,138 99.9448% 194,000 0.0552% 0 0%

中小股东

19,341,775 99.0070% 194,000 0.9930% 0 0%

1.05

非独立董事

洪小燕

A

股股东

351,174,138 99.9448% 194,000 0.0552% 0 0%

中小股东

19,341,775 99.0070% 194,000 0.9930% 0 0%

1.06

独立董事吴

可

A

股股东

351,304,138 99.9818% 64,000 0.0182% 0 0%

中小股东

19,471,775 99.6724% 64,000 0.3276% 0 0%

1.07

独立董事唐

建新

A

股股东

351,304,138 99.9818% 64,000 0.0182% 0 0%

中小股东

19,471,775 99.6724% 64,000 0.3276% 0 0%

1.08

独立董事郑

东平

A

股股东

351,304,138 99.9818% 64,000 0.0182% 0 0%

中小股东

19,471,775 99.6724% 64,000 0.3276% 0 0%

1.09

独立董事岳

琴舫

A

股股东

351,304,138 99.9818% 64,000 0.0182% 0 0%

中小股东

19,471,775 99.6724% 64,000 0.3276% 0 0%

2、《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选举吴海芳、杨廷界、艾璇等3人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非职工监事

吴海芳

A

股股东

351,023,538 99.9019% 344,600 0.0981% 0 0%

中小股东

19,191,175 98.2361% 344,600 1.7639% 0 0%

2.02

非职工监事

杨廷界

A

股股东

351,023,538 99.9019% 344,600 0.0981% 0 0%

中小股东

19,191,175 98.2361% 344,600 1.7639% 0 0%

2.03

非职工监事

艾璇

A

股股东

351,304,138 99.9818% 64,000 0.0182% 0 0%

中小股东

19,471,775 99.6724% 64,000 0.3276% 0 0%

经公司第十二届五次职工（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徐萍、陆向民为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选

举张宇燕、 王芳为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详见2020年7月23日巨潮网公告（www.cninfo.com.

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远、吴和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Ｏ二Ｏ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Ｏ二Ｏ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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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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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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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一次（临时）董事会于2020年7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20

年7月27日在公司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9名,董事洪小燕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徐潘华表决，独立董事岳琴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郑东平表决。

经与会董事推选，会议由陈军董事主持，公司5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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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军董事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三个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力资源委员会分别由以下人员组成：

1、战略决策委员会

召集人：郑东平

成 员：陈军、陈昌义、岳琴舫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唐建新

成 员：秦琴、吴可

3、人力资源委员会

召集人：吴可

成 员：徐萍、唐建新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秦琴同志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李轩同志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汪斌、朱曦、吴全斌同志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媛同志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7日

附：简历

陈军：男，56岁，研究生，中共党员，历任武商集团保卫部部长、亚贸广场副总经理、武汉广场党委书记、董事

长、武商集团党委委员、武商广场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26.3852万股。 不

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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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秦琴：女，50岁，大学，中共党员，历任世贸广场楼面经理、高级经理、量贩公司门店店长、武商集团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长。现任武商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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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轩：女，50岁，中共党员，大专。 历任武商集团证券投资部、董事会秘书处高级文员、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法律证券部部长。现任武商集团党委委会、董事会秘书。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会秘书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29.25万股。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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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办公电话：027-85714295，电子邮箱：xuanl528@163.com

汪斌，男，50岁，大专，中共党员，历任武汉商场针棉织品公司进货科科长、货品部采购主管、武汉商场货品

部属下货品开发部见习经理、武商量贩店长、襄阳分公司总经理兼店长、武商量贩总经理助理、武商量贩副总经

理、黄石购物中心总经理。 现任武商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28万股，在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

划专项账户下认购股份31.8158万股。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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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朱曦：女，48岁，本科，中共党员，历任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高级经理、副总经理、武

商集团董事。现任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

9.7987万股。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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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全斌，男，51岁，本科，历任武汉展览馆行政科管理员、党办干事、武汉华菲天然饮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总经理助理、武汉展览馆招待所副所长兼武展旅行社经理、湖北稀世宝矿泉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汉展览

馆副馆长、馆长、武汉展览馆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商物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武商集团

物业资产党总支书记、武商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百盛实业总经理、武汉展览馆总经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14.3万股。不存

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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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媛：女，40岁，中共党员，本科。 历任武商家电财务部文员、武商集团财务部文员、主管、法律证券部、董事

会秘书处主管、经理。 现任武商集团证券事务代表、法律证券部、董事会秘书处经理。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证券事

务代表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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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办公电话：027-85714295，电子邮箱：zhangyuan.6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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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一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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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一次（临时）监事会于2020年7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20

年7月27日在公司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经与会监事

推选，会议由吴海芳监事主持。 本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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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监事长的议案》：选举吴海芳监事担任公司监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7月27日

附：简历

吴海芳，女，49岁，本科，中共党员，历任武汉广场招商部高级文员、主管、货品开发部经理、专柜管理部经

理、武商集团招商部部长、世贸广场副总经理、电商公司总经理、武商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监事长。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26.13万股，在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专项账户下认购股份39万股。 不存在因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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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