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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ST 安煤                  编号：2019-027 

公司债券代码：122381                公司债券简称：安债暂停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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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7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换届，新当选的董事组成了第七届董事会。为确

保本届董事会勤勉尽责尽快地投入工作，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决定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推举董事熊腊元先生为会议召集人和

主持人。本次会议以电话、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通知。2019年 4月 18 日上午 09:30，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

实到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熊腊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

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提议，同意

推选熊腊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4月 16日董事会届满止）。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成立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并相应调整各专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本次

调整后的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成员：熊腊元  邹爱国  彭金柱  谭亚明  皮志坚  罗庆贺  虞义华   

余新培  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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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业委员会会议选举，由熊腊元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成员：虞义华  熊腊元  邹爱国  余新培  杨峰。 

经专业委员会会议选举，由虞义华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杨峰  邹爱国  彭金柱  虞义华  余新培。 

经专业委员会会议选举，由杨峰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成  员：余新培  邹爱国  彭金柱  虞义华  杨峰。 

经专业委员会会议选举，由余新培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 4月 16日董事

会届满止）。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其中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董事长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

任邹爱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 4月 16日董事

会届满止）。 

四、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

意聘任刘珣先生、涂学良先生、李圣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游长征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以上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 4月 16日董事

会届满止）。 

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

意聘任彭金柱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6

日董事会届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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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法务总监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

意聘任刘德萍先生为公司法务总监，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6

日董事会届满止）。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叶建林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 4 月 16日董事会

届满止）。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其中 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

意聘任钱蔚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6日董事会届满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简历； 

2．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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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简历 

 

（1）熊腊元先生简历: 熊腊元，1967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中

共党员。曾任洛市矿务局龙溪矿青年突队团支书、办公室秘书、副主任、搬运区党支部

书记、区长，丰城矿务局党委宣传部理论科长、办公室正科级秘书、副主任、主任，坪

湖煤业公司党委书记，丰城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局长（期间兼任建新矿党

委书记，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安源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中煤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江西丰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邹爱国先生简历：邹爱国，1968 年 2 月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

程师，中共党员。曾任丰城矿务局基建工程处坪湖立风井、建新立风井主管、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坪湖矿掘进五区主管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监理科科长，丰城矿务局办公室文秘科正科级秘书，丰城曲江

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兼工程部经理、总工程师、安全副

总经理，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江西云庄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丰城矿务局安全监察局安监处长，江西新洛煤电公司总工程师（正矿

级），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乐平矿务局党委常委、局长，江西乐矿能源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3）彭金柱先生简历：彭金柱，1967年 8 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中共党员。曾任丰城矿务局尚庄煤矿财务科助理会计师，丰城矿务局财务处成本科长、

副主任会计师、副处长，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江西省煤炭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财务总监。 

（4）谭亚明先生简历：谭亚明，1960年 11 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

党员。曾任江西省煤管局财务处会计，江西省地方煤炭工业公司会计，江西省煤炭工业

厅财务处会计，江西省煤炭厅财务处主任会计师、副处长，莲花县副县长（挂职），江

西省煤炭厅财务处调研员（正处级），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江西煤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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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皮志坚先生简历：皮志坚，1960 年 6 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

党员。曾任英岗岭矿务局建山矿工人、局党委宣传部干事、伍家矿政工办副主任、伍家

矿工会副主席、主席、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保卫处处长、副总经济师，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6）罗庆贺先生简历：罗庆贺， 1961 年 11 月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高级

政工师，中共党员。曾任花鼓山煤矿红旗井回采一区小工、大工、班长，回采二区党支

部书记，红旗井党总支副书记兼回采二区支部书记，红旗井生产副主任，花鼓山煤矿老

棚里党总支部书记，老棚里煤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花鼓山煤矿副矿长兼老棚里煤炭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花鼓山煤矿矿长、党委书记，江西新余矿业公司党委书记，江西

新余矿业公司总经理、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余分公司总经理，江西新余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总经理(企业升级)、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余分公司总经

理，现任江西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7）虞义华先生简历：虞义华，1977年 10 月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党员。

2008年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能源市场与价格教研室主任，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源煤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8）余新培先生简历：余新培，1967 年 1 月生，经济学博士、会计学教授，民建

会员。曾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系副主任、系主任、副院长，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

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个人会员，现任广西财经学院会计学教授，江西国泰民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9）杨峰先生简历：杨峰，1970 年 7 月生，民商法学博士、博士后，民建会员。

曾任华侨大学法学院讲师，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南昌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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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教授，江西斯沃德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0）刘珣先生简历：刘  珣，1966年 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曾任洛市矿务局党委组织部干事、主任科员、团委副书记(副处级)、龙溪矿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丰城矿务局河东分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正处级)，

江西新洛煤电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英岗岭矿务局纪委书记、

总法律顾问，江西新余矿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总法律顾问(期间兼管经营工

作)、党委书记，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丰城矿务局党委书记，江西江

能物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江西省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书记，现任江西江

能物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涂学良先生简历：涂学良，1964年 9 月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

师，中共党员。曾任萍乡矿务局巨源矿技术员、秘书，萍乡矿务局秘书、副科长、科长、

局办公室副主任、企改办副主任（副处级），萍乡矿务局杨桥矿党委副书记(负责全面)、

党委书记，萍矿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处处长、统战部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

董事会秘书(副总师待遇)、党委办室主任(兼)，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新闻发言人(副总师级)兼宣传部部长，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副总师级)

兼宣传部部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现任江西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副总师级)，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12）李圣德先生简历：李圣德，1964年 2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

员。曾任乐平矿务局涌山煤矿生产技术科技术员、二工区副区长、技术员、生产科副科

长、开拓区副区长、区长、助工、生产科长、副矿长、代矿长、矿长，江西涌山煤业公

司总经理，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安全处高级工程师、生产技术部副部长，江西省能源集

团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安全监察部副部长，现任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监察

部部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13）游长征先生简历：游长征，1968年 8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

员。曾任坪湖矿通风区实习技术员、抽放队技术员、通风区技术员、通风区副区长，曲

江公司通风安全科科长、副总工程师、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常务副总经理，贵州鼎望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江

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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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4）刘德萍先生简历：刘德萍，1964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律师，中共党员。

曾任萍乡矿务局法律事务处干部，萍矿机关政工三党支部书记、法律事务处经济纠纷处

理科副科长、科长，萍矿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副主任经济师、副处级法律顾问，萍矿集

团公司中兴机械电器制造公司法律顾问，萍矿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处长，萍矿集团公司法务总监(副总师待遇)、法务总监(总经理助理级)，江西省能源集

团公司法务风控部部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法律事务部部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15）叶建林先生简历：叶建林，1975年 6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江西省第二期会计领军人才，中共党员。曾任英岗岭矿务局伍家矿财务科出纳、

会计、主办会计、副科长、科长兼劳资科科长，英岗岭矿务局财务处会计，贵州省织金

县大水洞煤矿财务科长，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主任科员，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证券部部长、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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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钱蔚女士简历：钱蔚，女，1974年 12月生，本科学历，经营师,曾任江西省煤矿

机械装备公司主办会计、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资产运营处科员、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财

务投资证券部主任科员，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