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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550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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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宁主持，

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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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宁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6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张晓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晓华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董事长李宁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张庶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庶民先生



                                                    公告编号：2017-055 

2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杨旭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

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杨旭

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高军先生、陈晓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高军先生、陈晓锋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董事长李宁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刘蕴华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由总经理张

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刘蕴华先生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蕴华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研发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周荔葆女士为研发总监，任期三年，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周荔葆女士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生产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白珠穆女士为生产总监，任期三年，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白珠穆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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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医学市场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张怡滨先生为医学市场总监，任期三

年，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怡滨

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销售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陈新先生为销售总监，任期三年，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新先生简历

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质量总监的议案》； 

由总经理张庶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杨俊伟先生为质量总监，任期三年，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杨俊伟先生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全体与会董事签字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0 日 



                                                    公告编号：2017-055 

4 

 

附件: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董事长：李宁，男，生于 1969 年 1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

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任辽宁省针棉毛织品进出口公司财务科科员，辽宁成

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长，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

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副董事长：张晓华，女，生于 1967 年 4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齐齐哈尔市卫生防疫站检验科检验师，中科院北京科海高

技术集团公司研发部经理，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疫苗部区域销售经理，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晓华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晓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466,754 股，占公司股本的 0.66%，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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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总经理：张庶民，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

博士生导师、EMBA。曾任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所、诺华疫苗（中国）及

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诺华疫苗全球研发领导委员会委员，葛兰

素-史克疫苗（中国）副总经理。早前曾就职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和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典委员会第九、十届委员，世界卫生组织生物制品

顾问。曾获国家、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项。现任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庶民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庶民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常务副总经理：杨旭，男，生于 1972 年 4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

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财务处项目经理，

大连成文产业投资公司投资经理，大连成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现任辽

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杨旭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旭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634,930 股，占公司股本的 1.77%，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副总经理：高军，男，生于 1968 年 11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员，沈阳生物技术研究所技

术员，沈阳三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主管。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高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高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31,602 股，

占公司股本的 0.62%，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副总经理：陈晓锋，男，生于 1957 年 10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国际商务师。曾任大连工业大学讲师，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大连宇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晓锋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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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晓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487,687 股，占公

司股本的 0.66%，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刘蕴华，男，生于 1962 年 11 月，中国国籍，无永

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沈阳三生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会计，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蕴华

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蕴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464,117 股，占公司股本的

0.66%，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研发总监：周荔葆，女，生于 1968 年 3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研究员。曾任沈阳市传染病医院临床医生，沈阳百奥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辽宁省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院长，辽宁成大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周荔葆女士与

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周荔葆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476,176 股，占公司股本的 0.13%，亦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生产总监：白珠穆，女，生于 1968 年 1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曾任沈阳第一制药厂工艺员，沈阳三生药业

有限公司工艺员，辽宁生物技术公司技术员，沈阳光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部长。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总监。白珠穆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白珠穆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93,181

股，占公司股本的 0.16%，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医学市场总监：张怡滨，男，生于 1972 年 9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医学博士。曾任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治医生，北京科兴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任医学市场经理，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医学市场部经理。

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医学市场总监。张怡滨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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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

怡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55,788 股，占公司股本的 0.18%，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销售总监：陈新，男，生于 1971 年 10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经济师。曾任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技术员，海南养生堂药

业有限公司销售主管，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销售代表、高级销售代表。

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陈新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新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514,383 股，占公司股本的 0.14%，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质量总监：杨俊伟，男，生于 1975 年 1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东宇工业技术研究院项目研发，辽宁成大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组长、主管、车间主任、质量控制部副部长，辽宁成大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筹建小组副组长、质量管理部部长，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质

量控制部部长、质量受权人。现任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杨俊伟

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俊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