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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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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1月 8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在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以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赵志良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赵志良先生、王春利女士、程嬿琳女士、谢华萍女士、刘

伟先生、张山树先生 

(三)独立董事：张大鸣先生、周晓鹏先生、李燕女士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名单中第一人为召集人） 

1、战略发展委员会：赵志良先生、王春利女士、周晓鹏先生、程嬿琳女士、

谢华萍女士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李燕女士、张大鸣先生、张山树先生 

3、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周晓鹏先生、张大鸣先生、刘伟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中李燕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杨纳新先生 

(二)非职工代表监事：杨纳新先生、高建忠先生、李静女士 

(三)职工代表监事：张添一先生、汪继源先生 

上述监事会成员的任期三年，自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总经理：王春利女士 

(二)副总经理：谢华萍女士、关强先生、宁才刚先生、李卓先生、时磊女士、

董振邦先生、杨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中谢华萍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三)董事会秘书：李沄沚先生 

(四)财务总监：关强先生 

上述高管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其中，李沄沚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且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董事会聘任上

述高管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高管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处罚的情形。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梁一雯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梁一雯女士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五、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戴敏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陈捷先生，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虞阿五先生、刘惠敏女士、申俊峰先生及付

颖女士不再担任相应职务。 

公司在此向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及规

范运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件：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管及证券

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7日 



附件：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管及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赵志良，男，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

级黄金投资分析师。1974年-1994年，历任北京市宣武菜市口百货商场团支部副

书记、针纺和家电部组长、副经理、经理；1994年-2000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0年-2005 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2005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黄金行业优秀企业

家，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首都道德模范，北京市有突出贡献

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引领中国商业改革发展功勋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珠宝行业功勋人物等荣誉称号。 

王春利，女，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HRD国际注册高级钻石分析师，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

判员。1977年-1994 年，历任北京市宣武菜市口百货商场售货员、核算员、黄金

商品部主任；1994年-2000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2000 年-2005 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2005 年至

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董事兼总经理。

曾获首都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中国黄金行业劳

动模范、中国商界杰出女性、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2019 年度 JNA 终身成

就奖、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珠宝行业领军人物等多项荣誉称号。 

程嬿琳，女，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7

年-1999 年，任宣武区国有资产管理局科员；2000年-2010年，历任北京市金正

资产投资经营公司职员、经理办公室主任；2010 年-今，历任北京金正光彩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13 年至 2021 年 10 月，历任北京市金正资产

投资经营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2015年-2017年，任北京金正融



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2021年任北京金正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

事长；2018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至今，历任

北京清华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董事长；2019 年至今，任北京

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总经理助理、北京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

-2021年，历任北京聚宝源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北京聚宝源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至今，历任北京聚宝源饮食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董事长、北京聚宝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

理；2020 年至今，任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熙诚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 10月至今，任北京金正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曾获宣武区劳资工作先进个人。 

谢华萍，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

有企业助理级法律顾问、NGTC 钻石分级资格、NGTC 宝石鉴定资格、贵金属首饰

与宝玉石检测员二级技师。1996年-2000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收

银员、营业员；2000 年至今，历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分店主任、商

品部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总经理见习助理兼人力资源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兼

人力资源部经理、副总经理。曾获宣武区“四自”先进女职工、宣武区年度巾帼

建功先进个人、西城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七连冠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地区最具影

响力百名人力资源经理人（京人奖）等荣誉。 

刘伟，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1993

年-2018 年，任七巧板广告董事长、总经理；1995年-2018年，任北京七巧板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0 年-2018年，任七巧板投资经理；

2010 年-2018 年，任北京知天下广告有限公司经理；2000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

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4 年至今，任北京恒安天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2009 年至今，任北京央美艺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

2013年至今，任北京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张山树，男，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政工师。1983年-1991 年，历任宣武区百货公司保卫科干事、保卫科副科长；1992

年-1999 年，历任宣武区医药药材总公司人保科科长、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1999年-2015年，历任金座投资副经理、金座投资党委副书记兼监事会主席、工

会主席；2015 年至今，任金座投资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2018 年至今，任北京

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获宣武区“优秀基层工作者”，北京市总工会

市级“优秀工会干部”。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张大鸣，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1995年-1997年，任深圳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科员；1997年-2003年，历

任深圳华邦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2003 年

至今，任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2015 年至今，任深圳

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周晓鹏，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数字编辑。2000年-2002年任瀛海威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内容主编；2002

年-2007 年，任中国日报网站总裁助理兼中文事业部总监；2007年-2017年，任

新浪网副总裁兼新闻总编辑；2017 年至今，任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副总裁、

首都青年记者协会副主席、首都互联网协会副主席、卧鸿网络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2018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至今，任广州鹿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爱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曾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最活跃新媒体人物”等荣誉。 

李燕，女，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

会计师（非执业）。1982 年至今，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主

持多项国家级课题、主编多本国家级规划教材；2019 年至今，任青岛港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至今，任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 年至今，任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

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二等奖、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任青岛啤酒董事会首席独立董事期间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最佳董事会奖，任青岛啤



酒外部监事期间获上市公司最佳监事会 20强奖。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纳新，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88年-1995年，任北京市宣武区财政局科员；1995年-2000年，任北京市宣武

区国资局企业科科员；2000年-2018年，历任北京市金正资产投资经营公司资产

审计部经理、产权管理部经理、企业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2016 年-2018年，

兼任北京金正融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2020年，任北京金融街资

本运营中心财务总监；2018年-2019年，兼任北京翔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2020 年至今，任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总经济师。 

高建忠，男，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

计师。1976 年-1978 年，北京大兴安定公社社庄屯大队知青；1979年-1980年任

宣武区副食品公司售货员；1981 年-1983 年任宣武区副食品公司会计；1984 年

-1990年任北京大栅栏云南商店会计；1994 年至今，历任云南开发财务科长、财

务总监；2014 年至今，任北京大栅栏云南商店监事；2018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

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李静，女，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

师。1992年-2000年，任北京市金属材料总公司财务核算；2001年-2003年，任

北京市北铁科技公司主管会计；2004年-2006 年，任北京和祥恒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主管会计；2007 年至今，任北京香山麒麟健身休闲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4、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添一，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黄金投资分析师、黄金交易员。2006年 7 月至 2016年 4月，历任北京菜市口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售后部营业员、业务部科员、物流中心交易员；2016 年 5 月

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原料交易部交易员。 



汪继源，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

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税务师。2009年 7 月-2011年 5月，任中国国际技术智

力合作公司（中智国际商务发展中心）业务一部副经理；2011 年 6 月-2018 年

10 月，历任北京金正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项目经理、财务会计；2019

年 5 月-2019 年 12 月，任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项目经理；

2020年 5月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科员。 

 

5、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春利，女，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HRD国际注册高级钻石分析师，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

判员。1977年-1994 年，历任北京市宣武菜市口百货商场售货员、核算员、黄金

商品部主任；1994年-2000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2000 年-2005 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2005 年至

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董事兼总经理。

曾获首都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中国黄金行业劳

动模范、中国商界杰出女性、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2019 年度 JNA 终身成

就奖、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珠宝行业领军人物等多项荣誉称号。 

谢华萍，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

有企业助理级法律顾问、NGTC 钻石分级资格、NGTC 宝石鉴定资格、贵金属首饰

与宝玉石检测员二级技师。1996年-2000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收

银员、营业员；2000 年至今，历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分店主任、商

品部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总经理见习助理兼人力资源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兼

人力资源部经理、副总经理。曾获宣武区“四自”先进女职工、宣武区年度巾帼

建功先进个人、西城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七连冠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地区最具影

响力百名人力资源经理人（京人奖）等荣誉。 

关强，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

会计师非执业会员、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1982 年-1994年历任北京市宣武菜市

口百货商场售货员、会计员、主管会计、副经理；1994年-2000年任北京菜市口



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0 年至今，历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2011年至今，

兼任深圳市菜百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监事、北京金正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2014年至今，兼任北京菜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 11月至今任西城区

人大代表、区人大财经委委员。曾获西城区第三届百名英才、西城区总工会工资

集体协商先进个人、首届金牌黄金投资分析师、牛街街道第十四届民族团结进步

先进个人、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等荣誉。 

宁才刚，男，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黄金投资分析师、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二级技师。1998年-2000年，任

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00 年至今，历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配送部副主任、配送中心副经理、物流中心经理、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2017 年至今，兼任深圳市菜百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任北京

市第十届青年联合会委员，现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第五届金币市场专业

委员会分区副秘书长。曾获第三届北京市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金奖、首都劳动奖

章、全国黄金行业劳动模范、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

优秀个人等荣誉。 

李卓，男，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管理会计师。2006年-2012年，任中国中钢集团

公司资产财务部职员；2012年-2016年，任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部高级会计主管；2016年-2020年，任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财务部经理、

财务部副总监；2020 年至今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获北

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优秀员工、青年英才奖，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

心优秀员工等荣誉。 

时磊，女，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6

年-2000 年，任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营业员；2000年至今，历任北京菜

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员、黄金部主任、经营管理部副经理、通州蓝岛店店

长、总经理见习助理、总经理助理、工会副主席、副总经理。 

董振邦，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



年至今，历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员、足金部见习副主任、团总支

书记、商品部主任、党办见习主任、业务拓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14年-2018

年，兼任北京菜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获 2009年、2012年区优秀团干

部；2013 年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标兵荣誉。 

杨娜，女，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 年至今，历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配送中心珠宝专业技师、物流

中心产品开发部主任、品牌推广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李沄沚，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NGTC

高级钻石分级师资格、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二级技师。2010 年至今，历

任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员、团总支副书记、见习副主任、团总支书

记、工会副主席、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梁一雯，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9

年-2010 年，任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行政助理；2010年-2016 年，历任北

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宣传主管、研究宣传办公室副主任；2017 年至今，历任北

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证券事务部见习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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