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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金牛最佳董秘榜单

1�天地科技 范建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经理；

2010

年

6

月

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南方航空 谢兵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运

输管理专业，后就读于暨南大学和英国

伯明翰大学，分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和

国际金融硕士学位，清华大学高级管理

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

2007

年

11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主任。

3�歌尔声学 徐海忠

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

2003

年加入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曾任

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所行业分析师。 有十余年的企业行

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2012

年

4

月

12

日，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

4�农业银行 李振江

2009

年

1

月起任农业银行董事会

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曾任中国

人民银行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处长，

2007

年

8

月任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08

年

1

月任研

究室主任，

2008

年

10

月任战略管理部

总经理。

5�中国南车 邵仁强

曾任中国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

厂总会计师， 南车集团审计部部长，

2007

年

12

月起出任中国南车董事会秘

书、联席公司秘书、新闻发言人，

2012

年

10

月起任总经济师。

6�青岛海尔 明国珍

曾任中国金融学院投资经济教研

室副主任；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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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尔副总经理、董秘。

7�铁汉生态 杨锋源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财务学专业。

曾任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授权代表、总经理、董事、董事长

等职务；

2009

年

9

月至今任铁汉生态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8�卫星石化 沈晓炜

曾任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浙江卫星

丙烯酸制造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卫星商

贸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监事；现兼任浙江卫星化学品运

输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卫星商贸有限公

司监事。

9�东阿阿胶 吴怀锋

曾任财务科科长、 财务处处长，现

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第七届董事

会秘书、副总裁。

10�江西铜业 潘其方

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及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

获文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参

与了公司

H

股、

A

股首发、收购兼并以及

上市后股权、债券再融资等资本运作方

案的筹划和实施工作。

11�中国建筑 孟庆禹

曾任美国

EIC

集团国际公司副总

裁、美国

BW

投资公司总裁、中建美国有

限公司总裁，

2006

年

3

月起任中国建筑

工程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任企业策划

与管理部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起任中国

建筑董秘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12�探路者 张成

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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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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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财务总监

兼董秘。

13�同仁堂 贾泽涛

曾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14�建设银行 陈彩虹

1982

年湖北财经学院基建经济专

业大学本科毕业，

1986

年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曾任建设银行首尔分行总经理，建设银

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福建省分行副

行长，汉城分行筹备组负责人。 自

2007

年

8

月起出任董事会秘书。

15�工商银行 胡浩

毕业于湖南大学，后获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4

年加入

工商银行， 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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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华商银行总裁，

工商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010

年

12

月起任工商银行董秘。

16�金种子酒 金彪

历任安徽金种子集团阜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金种子酒

证券部副经理、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

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社会责任

部经理。

17�招商地产 刘宁

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械加

工专业。

2000

年完成南开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研究生课程，后就读于澳门科技大

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8

年起从事

证券事务工作，

2001

年被聘为证券事务

代表，

2004

年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

任，

2008

年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18�山西汾酒 刘卫华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山西杏

花村汾酒集团公司人事劳资部副科长、

人事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并主持组织

部工作。 现任山西汾酒董事会秘书，兼

任综合管理部部长。

19�中国北车 谢纪龙

历任长春机车厂总会计师， 副厂

长，厂长、党委副书记，长机辆董事、总

经理，长机辆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天津厂党委书记，天津厂党委书

记、天津装备公司副董事长。

20�广田股份 王宏坤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入职公司以来，历任广田置业办公室主

任、总经理助理及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副

主任。

21�金地集团 徐家俊

历任金地集团行政管理部副总经

理、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兼任金地商置行政总裁。

22�华侨城A�倪征

曾任康佳集团董事， 华侨城集团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深圳华力董事长，

上海华励董事长，华侨城大酒店董事，

惠州华力董事长，香港华侨城总裁、党

委书记、 董事长， 华侨城亚洲执行董

事、总裁、董事局主席，公司战略发展

部总监。

23�铜陵有色 吴和平

2002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公司

办公室主任、 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24�百视通 张建

曾任报社责任编辑， 大学教师，上

海东方广播电台编辑、记者，上海文广

新闻传媒集团编辑、记者。

2006

年

2

月任

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行政总监、董事会秘书。 现任百视通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25�中国石油 李华林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

司副总经理兼中油国际（加拿大）公司

董事长、深圳石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等职。

2007

年

11

月起被聘

任为中国石油副总裁，

2009

年

5

月起被

委任为董事会秘书。

26�华域汽车 茅其炜

曾任上海汽车锻造总厂团委副书

记（主持工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兼综合科

经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兼综合科经理。 现任

华域汽车董秘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7�双鹭药业 梁淑洁

毕业于西安政治学院，先后在济南

军区、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从事宣传和干部管理工作。

2002

年

5

月

起任双鹭药业办公室主任，

2003

年

6

月

起任董事会秘书。 公司第四届、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28�富安娜 胡振超

会计学博士。 曾担任中信

21

世纪深

圳办事处投资经理、深圳市科普特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科普

特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

长兼投资发展部部长。 现任富安娜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29�联化科技 鲍臻涌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黄

岩橡胶助剂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黄岩

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浙江联化集团财

务管理部部长、联化科技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现任联化科技高级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30�老凤祥 周富良

最近

5

年一直担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现兼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31�万科A�谭华杰

2001

年加入万科，

2003

年任客户关

系中心经理，

2004

年任公司首席研究

员、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2008

年任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09

年起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32�东方园林 武建军

历任河北农大邯郸分校社科部助

教、 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公司证券总

部经理助理、 联合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高级经理、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公司董

事、副总兼董秘。 现任东方园林董事、

副总、董秘。

33�中工国际 张春燕

曾任中工国际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34�宁沪高速 姚永嘉

1992

年

8

月加入宁沪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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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沪高速证

券科科长、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35�荣盛发展 陈金海

毕业于西北大学哲学系行政管理

专业。 曾任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长助理、董事会

秘书，现任荣盛发展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36�泸州老窖 曾颖

最近五年曾任董事办主任兼证券

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董事办主任。

37�万华化学 寇光武

曾任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公司财

务部成本科代理科长、副科长、科长、财

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自

1998

年

历任万华化学总会计师、 副总经理等

职，最近五年任万华化学董事、常务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38�天士力 刘俊峰

2003

年

6

月起任公司证券部经理，

2005

年

2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2

年

3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同时兼任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 天津天士力之骄药

业有限公司监事，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理事、 天津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及秘书

长等职务。

39�海螺水泥 杨开发

1996

年加入海螺水泥，曾担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会秘书室主任助

理、副主任以及江西区域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务。

40�海宁皮城 李宗荣

1993

年至

1995

年就职于海宁市粮

食局；

1995

年至

2002

年就职于海宁市政

府办公室；

2002

年至

2007

年

10

月止担任

皮管委副主任；

2002

年至今历任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1�信质电机 朱彬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学士，法国国立南锡矿业高等工程师学

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硕士。

2004

年至

2007

年在东吴证券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钢铁行业研究员，汽车行业研究员。

42�永辉超市 张经仪

历任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海腾地下工程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009

年

任永辉超市董事会秘书。

43�东软载波 王辉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专业硕士研究

生。 曾任山东省畜产进出口公司财务科

副科长、青岛中土畜华林进出口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青岛东软电脑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2

月至今任东软

载波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4�长江电力 楼坚

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注册资

产评估师。 历任公司资本运营部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45�盘江股份 张发安

曾任盘江股份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 盘江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科长、

副主任。

2010

年至今任盘江股份公司董

事会秘书。

46�海康威视 刘翔

2007

年

6

月起， 任海康威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海康威视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

47�杰瑞股份 程永峰

曾任新汶矿务局汶南煤矿科员、副

科长，山东新世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项

目经理、部门经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杰瑞股份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8�冠城大通 肖林寿

曾任冠城大通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200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冠

城大通董事会秘书。

49�电科院 顾怡倩

2004

年进入电科院工作，曾任办公

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

2009

年

7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50�海南航空 黄琪珺

历任海航集团公司证券业务部总

经理助理、常务副总经理、海航实业控

股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海航集

团项目开发与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总

经理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