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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662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1-042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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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 9月 24日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其中董事张铮

因公出差委托董事韩雪出席），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李栋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栋先生同时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人员（简历附后）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李栋先生（主任委员）、朱伟先生、高亚平先生、张铮先

生、归潇蕾女士 

审计委员会委员：谢荣先生（主任委员）、盛雷鸣先生、支峰女士 

提名委员会委员：盛雷鸣先生（主任委员）、朱伟先生、韩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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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朱伟先生（主任委员）、李栋先生、谢荣先生 

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并由董事会根据各委员会工作细则补足委员人数。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具体详见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聘任高亚平先生为公司总裁、夏海权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毕培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余立越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倪雪

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做好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工作，董事会同意聘任虞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住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由“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

汽车服务等”变更为“综合人力资源服务”。为使公司名称与变更后的主营业务、

未来经营发展战略规划相匹配，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名称和公司住所，具体如下： 

1）公司中文名称由“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外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称由“SHANGHAI QIANGSHENG HOLDING CO., LTD.”

变更为“SHANGHAI FOREIGN SERVICE HOLDING GROUP CO., LTD.”。 

2）公司住所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建路 145 号”变更为“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655号 707 室”。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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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备案。最终以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为准。 

6、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1,053,362,191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1〕1860 号）批复核准，公司向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893,908,60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公司总股本由 1,053,362,191 股增至

1,947,270,793 股。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00 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053,362,191元增至1,947,270,793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主营业务由“出租车运营、汽车

租赁、汽车服务等”变更为“综合人力资源服务”。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将公司

经营范围由“汽车出租，专线车营运，道路客运（跨省市），本单位货运，汽车

修理，有（黑）色金属，汽配件，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仪器仪表，五金机械，

机电设备，建筑装潢材料，家电交电，农副产品，粮油（限零售），票务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一般

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税务服务，

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商务秘书服务，翻译服务，因私出入境中

介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物业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与备案。最终以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为准。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结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同时，同

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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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同时需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最终以登记机

关变更登记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公司住所、注册资金、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9、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结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明确公司股东大会的职

责权限，保证股东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最新规定，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结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规范董事会的议事方式

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

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最新规定，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结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完善

内控体系建设、优化董事会组成、建立健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薪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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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最新规定，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工作细则》。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内部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结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优化资

源配置，明确职责划分，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战略布

局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内部组织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机构设置包

括：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办公室、战略投资部、营销管

理部、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信息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工会。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资产、股权结构

等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具体详见《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

意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是根据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的实际情况

和金融工具相关准则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与

会计估计的公告》。 

1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资产、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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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已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审计工作需要，经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具体详见《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改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具体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和市场行情

等因素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各

方均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的要求，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本次变更不会影响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会计报表审计质量，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规范运作、科学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独

立董事勤勉尽责履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经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具体详见《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董事会

同意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每年 10万元人民币（税前）调整为 15万元人民

币（税前）。 

本议案关联董事谢荣先生、盛雷鸣先生、朱伟先生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为

6票。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1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为适应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做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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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董事会同意变更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1000号 

邮政编码：200437  

联系电话：021-65670587 

电子邮箱：ir@fsg.com.cn 

公司网址：www.fsg.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地址及

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1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3:30 以现场审议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市延安西路 2201 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35楼会议

厅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住所的议案》 

2）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3）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审议《关于重新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审议《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审议《关于重新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出席会议对象为截止至 2021年 10月 8日（星期五）15:00证券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符合上

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会见证律师。   

股东大会的具体安排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上海强生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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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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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 

李  栋 男，1971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现

任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副总经理，世博

集团会展传播事业总部副总经理，上海广告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东

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附件 2：第十一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李  栋 男，1971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现

任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副总经理，世博

集团会展传播事业总部副总经理，上海广告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东

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高亚平 男，1971年 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国际商务师。现任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

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经理办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

副经理、全国发展部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副总监、

总监、总经理助理，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党委委员、副总裁、

常务副总裁等职务。 

韩  雪 女，1979年 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东浩兰生集团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上海世博（集团）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党群工作部高级经理、（党委）办公室助理主任、

团委书记，上海东浩工程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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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铮 男，1980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现任市国资委团

委委员，东浩兰生集团团委书记、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东浩兰生会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干事、投资管理部主

管、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团委书记，东浩兰生集团团委书记、挂职东浩兰

生集团投资发展部任总经理助理，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支  峰 女，1967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政工师。现任东浩兰生

集团纪委委员、东浩兰生集团纪检监察室一级纪检监察员，上海外服（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曾任上海机电贸易大厦人事部主管、团委

副书记，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科员、团委副书记，上海市浦东新区公房资产经

营管理公司销售部经理，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总监、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谢  荣 男，1952年 1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

师，资深非执业注册会计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百润股份、中国中

药、宝钢股份独立董事，曾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兼副院长。 

盛雷鸣 男，1970年 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律师（高级职称），

现任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国药股份、华建集团、振华

重工、青岛啤酒独立董事。 

朱  伟 男，1962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拥有超过三十年管理咨询、

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投资经验。曾任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渣打银行直接投资业

务全球联席总裁、CVC 亚洲高级董事总经理。 

归潇蕾 女，1973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政工师。现任东浩兰生（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工会主席、职工董事。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业务

部副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副总监，上海外服（集团）有

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副总监等职务。 

 

附件 3：公司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高亚平 男，1971年 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国际商务师。现任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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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经理办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

副经理、全国发展部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副总监、

总监、总经理助理，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党委委员、副总裁、

常务副总裁等职务。 

夏海权 男，1972年 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外服（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

业务部副经理，广东南油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南油外服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大客户中心（营销中心）总经理、副总监，

上海浦东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

职务。 

毕培文 男，1973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助理经济师。现任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国

际人才分公司业务部副经理、业务管理部经理、市场营销部经理，上海市对外服

务有限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副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业务运营部经理、

总监、副总经理等职务。 

余立越 男，1975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外服（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业务部

副经理，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广东南油对外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等职务。 

倪雪梅 女，1969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现任东浩兰

生（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委员，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任浙江

省嘉兴市审计局科员，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上海世博（集团）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助理总经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东浩兰

生集团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东浩兰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等职务。 

 

附件 4：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虞  卉 女，1977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外服（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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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曾任上海浦东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

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

任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