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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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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董事会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内容摘要：选举李水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内容摘要：选举组成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具体组成情

况如下： 



1）选举李水荣、李永庆、严建苗、邵毅平、郑晓东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委员，其中李水荣为主任委员。 

2）选举邵毅平、郑晓东、李永庆、李彩娥、严建苗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其中邵毅平为主任委员。 

3）选举邵毅平、李水荣、俞凤娣、郑晓东、严建苗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其中邵毅平为主任委员。 

4）选举严建苗、李水荣、俞凤娣、邵毅平、郑晓东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其中严建苗为主任委员。 

5）选举郑晓东、李彩娥、项炯炯、严建苗、邵毅平为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

委员会委员，其中郑晓东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项炯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孟繁秋先生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全卫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聘任胡阳阳

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王亚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李金方先生为公司内审部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李水荣先生：高级经济师，大学学历，中国国籍；历任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兼任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实务导师等职；

现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水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李水荣先生为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董事李彩

娥之兄、董事及总经理项炯炯配偶之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李水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李水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643,275,000 股。 

 

李永庆先生：专科学历，中国国籍；曾任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工程部

副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荣盛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李永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李永庆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李永庆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李永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96,525,000 股。 

 

李彩娥女士：高级经济师，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曾获 2008 年萧山区劳动

模范，杭州市萧山区先进会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曾任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现任浙江荣盛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宁波联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李彩娥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李彩娥女士为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李水

荣先生之妹妹，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李彩娥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李彩娥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俞凤娣女士：大专学历；曾获杭州市劳动模范称号；历任绍兴县第一涤纶厂

生技科技术员、绍兴市第一化纤厂生技科科长、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假捻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浙江荣盛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俞凤娣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俞凤娣女士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俞凤娣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俞凤娣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项炯炯先生：硕士学历；现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浙江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省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常

委，萧山区工商联副主席，萧山区化纤纺织（印染）行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理工

大学兼职教授；荣获“侨界浙江省十佳青年”称号，入选福布斯“2021 中国最佳

CEO 榜”。 

项炯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项炯炯先生为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董事长李水荣先生女儿之配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项炯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项炯炯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全卫英女士：本科学历，曾任职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财务部，

获“优秀董秘”和“金牌董秘”称号；现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 

全卫英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全卫英女士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全卫英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全卫英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严建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经济学博士。历任原杭州大学

金融与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系主任，现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常务理事。现担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生

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严建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严建苗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严建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严建苗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邵毅平女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浙江财经学院会

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浙江财经大学人事处长，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委员、

东方学院党委书记，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浙江省会计制度咨询专

家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兼任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现担任荣盛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邵毅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邵毅平女士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邵毅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邵毅平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郑晓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海商法硕士。现任北京金诚同

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专项工作组副组长、

北京市律师协会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

分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现担任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晓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郑晓东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郑晓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郑晓东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孟繁秋先生：男，1968 年 7 月出生，法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 EMBA。历

任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执行董事、中国航油（香港）公司董事长、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

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航油集团新源石化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韩国丽水枢纽油库有

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油（欧洲）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航油集团津京管道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投资者关系专业系会（新加坡）董事、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会

长、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理事、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中国工商组副主席。现为荣

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盛石化（新加坡）有限公司总经理、中资企业

（新加坡）协会名誉会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中国商会理事等。 

孟繁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孟繁秋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孟繁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孟繁秋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王亚芳女士：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经理、财务副总监；现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王亚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王亚芳女士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王亚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王亚芳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金方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

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历任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项目经理、高

级经理、事务所合伙人，现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李金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李金方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李金方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李金方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胡阳阳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取得证券、基金、期货、证券投资顾问从业

资格；先后任职于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及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行

政部，现任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胡阳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胡阳阳先生不存在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经本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胡阳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胡阳阳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全卫英 胡阳阳 

联系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电话 0571-82520189 0571-82520189 

传真 0571-82527208 转 8150 0571-82527208 转 8150 

电子信箱 qwy@rong-sheng.com yangyang@rong-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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