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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載列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本公司第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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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2022年11月22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上午

在北京中信证券大厦10层2号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杨

明辉先生、宋康乐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王恕慧先生、周忠惠先生、

李青先生、史青春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公司董事总

数的100%，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张

佑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同意《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进行了逐项审议，建议下列人士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1）： 

执行董事（2名）：张佑君、杨明辉 

非执行董事（4名）：张麟、付临芳、赵先信、王恕慧 

独立非执行董事（3名）：李青、史青春、张健华 

上述董事候选人均已接受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展战略与ESG委

员会分别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条件进行了审查，均同意将《关于选举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成员的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相关候选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同意提名该等人员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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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第八届董事会各董事委任正式生

效后与其签订董事服务合同。 

本次董事会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材料供

其审核，并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资质提出异议，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调整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结束、第八届董事会正式履行职责。 

二、同意《关于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根据该议案， 

1.同意公司董事长张佑君先生不再兼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2.聘任史本良先生、张皓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3.聘任方兴先生担任公司首席信息官，宋群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首席信息官）； 

4.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前述聘任及任职变更的资格申请、任职备案等相

关手续。 

此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预审通过，并经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

同意意见。 

上述聘任及变更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史本良先生、张皓先生

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任期及方兴先生的首席信息官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期满

为止（相关人员简历请参见附件2）。 

宋群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及其在公司的

其他任职，同时确认其本人与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截至董事会审议之日，

宋群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及董事会对宋群力先生在担任总工

程师（首席信息官）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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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执行董事（2名） 

1.张佑君先生，57 岁，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董事长。张先生于公司

1995 年成立时加入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获委任为公司执行董事，同期获

选担任公司董事长。张先生亦兼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

司及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金石投资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先生曾于 1995 年起任公司交易部

总经理、襄理、副总经理，1999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获委任公司董事，2002

年 5月至 2005 年 10月任公司总经理，1998年至 2001年期间任长盛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至 2011年期间先后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2011年 12月至 2015年 12月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2020 年 4 月至 12月期间任中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先后任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中信里昂（即 CLSA B.V.及其子公司）

董事长，中信里昂证券、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张先生于 1987 年获得

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 1990 年获中央财经大学货

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截至目前，张佑君先生持有 430股公司 A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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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杨明辉先生，58 岁，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执行

委员会委员。杨先生于公司 1995 年成立时加入公司，并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获

委任为公司董事。杨先生亦兼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先生曾任公司

董事、襄理、副总经理；于 2002年 5 月至 2005年 8月担任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于 2005 年 7月至 2007年 1

月任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2005 年 8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中国建银

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1996 年 10月，杨先生获中国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杨先生于 1982 年获华东纺织

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工学学士学位，1985 年获华东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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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纺织机械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截至目前，杨明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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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执行董事（4名） 

1.张麟先生，57 岁，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及中国中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张先生曾于

1987年至 2021 年期间，先后任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厅中企处副主任科员，财政

部驻甘肃省专员办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主任，财政部驻甘肃专员办

党组成员、专员助理，财政部驻宁夏专员办党组成员、副监察专员、纪检组长，

财政部驻陕西专员办党组书记、监察专员，财政部陕西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先生于 2002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截至目前，张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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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付临芳女士，47 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付女士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获委任为公司非执行董事。付女士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

经理、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董事。付女士曾于

2000年至 2017 年先后任中信公司综合计划部业务二处（后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与计划部、战略发展部）副主管、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处长、

战投委秘书处处长；2017年至 2020年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

理助理兼战投委秘书处处长。付女士于 1997 年获天津商学院房地产经营管理专

业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 年获南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2006 年

获英国巴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截至目前，付临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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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赵先信先生，53 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赵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获委任为公司非执行董事。赵先生亦担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副

总经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风险合规部总经理。赵先生曾于 1995 年至

1997 年期间任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科员，于 2000 年至 2007 年期间先后任中国

银行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处长、处长，2007年至 2018年期间先后任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巴塞尔协议办公室主任，于 2018 年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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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赵先生于

1992 年获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理学学士学位，1995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

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 

截至目前，赵先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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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恕慧先生，51 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王先生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获委任为中信证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王先生现任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先生曾于 1994 年至

2006 年期间先后任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发行咨询部业务经理、研究拓展

部副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于 2006 年至 2010年期间先后任广州越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总经理、发展部总经理，于 2010年至 2016 年期间先后任广

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

经理。王先生于 1993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 年获暨南大学经

济学硕士学位。 

截至目前，王恕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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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3名） 

1.李青先生，60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先生于 2021年 6月 29

日获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先生于 2018年 12月起任香港理工大学电子

计算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李先生曾于 1998年至 2018年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

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终身）；2013 年至 2018 年，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多媒

体软件工程研究中心（MERC）的创始主任；2003年至 2005 年，设立珠海市香港

城大研发孵化中心移动信息管理部并任经理；2005年至 2012 年，成立珠海市发

思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并任总经理及董事长。李先生于 1982 年获得湖南大学学

士学位，1985年和 1988年分别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截至目前，李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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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史青春先生，49岁，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史先生于 2022 年 4月

13日获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史先生于 2012年 4月加入兰州大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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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 2016年 5月起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史先生于 2002年毕业于兰州

商学院会计学专业，于 2006 年获得兰州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于

2011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 

截至目前，史青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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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健华先生，57 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研究员、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

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清华金融评论》主编。张先生曾于 1989 年至 2015

年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信托公司管理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国

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财务租赁公司监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监管三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财政税

收研究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

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局长；于

2015年至 2016 年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于 2017年 1月至 2022年 2月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张先生于 1987 年获得清华大学管理信息系统系工学学士学位，于 1989年毕业于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银行学专业研究生班，于 2003 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截至目前，张健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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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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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史本良先生，48 岁，公司党委委员、财务负责人（CFO）。史先生于 2000

年在公司参加工作，曾任计划财务部资产管理业务核算会计主管、联席负责人、

行政负责人等职务，现兼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监事，中信金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石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基础

设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史先生现任财政部第三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委员会委员。史先生于 1997 年获上海财经

大学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于 2000 年获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 

2.张皓先生，53 岁，公司首席营销总监、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先生于 1997 年加入公司，曾任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助教，中国建设银行

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 B股业务部负责人，公司上海 B股业务部副总经理、上海复

兴中路营业部总经理兼任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总经理、

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张先生现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兼职

副会长、中证寰球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及大连商品

交易所会员理事。张先生于 2001 年获“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张先生

于 1991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工程力学专业双学士学位，并于

2001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3.方兴先生，54岁，公司信息技术中心行政负责人。方先生于 2000 年 4月

加入公司，曾任信息技术中心项目主管、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职务。方先生现兼任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方先生于 1990 年

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学士学位，1993 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电磁场

与微波技术专业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