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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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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在武汉烽火科技园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4 日以书面方式发送至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0

名，董事刘会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陈山枝先生代为出席会

议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会

计政策的议案》已经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审阅，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鲁国庆先生主持。会议经

过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经营工作报

告》。 

二、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报告。 

三、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报告。 

四、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报告。 

五、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审计委员会

履职情况报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

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六、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鲁国庆、何书平、刘会亚、陈山枝、戈俊按规定予

以了回避。 

七、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http://www.sse.com.cn/


案》，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预案： 

拟定的 2021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提取 10%法定公积金，计 38,115,615.85 元；

不提取任意公积金；扣除已实施 2020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派现 90,523,503.20 元，

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 1,115,121,093.44 元。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预案。（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八、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规划。 

九、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估报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一、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1 年度可持

续发展报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全文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二、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

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烽火锐拓光纤预制棒项目（一期）”、“下一代宽带

接入系统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信息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等三个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期由 24 个月调整为 48 个月，结

项时间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十三、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鉴证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四、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运营风险，促进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



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公司拟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鉴于公司董事作为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全体董事均回避表决，本

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

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十五、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有关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提请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该报告。（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

关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2 年 4 月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十六、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十七、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

的议案》（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2）。 

十八、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正

文及摘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摘要刊登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报告。 

十九、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公告编号：2022-013）。 

二十、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新一

届经营班子的议案》，决定聘曾军先生为公司总裁，聘符宇航女士、蓝海先生、

范志文先生、李诗愈先生、范志强先生、汪洋先生、熊伟成先生、李磊先生、原

建森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符宇航女士兼任财务总监，任期两年。上述人员简历详

见附件。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6 日 

  



附：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简历 

曾军先生 45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司总裁；

曾任公司副总裁，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客服中心主任，国内

市场总部副总经理。 

符宇航女士 51 岁，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司

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曾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武汉邮电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主任、副主任。 

蓝海先生 45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司副总

裁；曾任公司线缆产出线总裁、副总裁。 

范志文先生 43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司副

总裁；曾任公司网络产出线总裁、副总裁、光网络产品部副总经理。 

李诗愈先生 49 岁，中共党员，正高职高级工程师，本科毕业。现任公司副

总裁；曾任公司总裁助理，线缆产出线总裁、副总裁。 

范志强先生 46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司副

总裁；曾任公司总裁助理，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 

汪洋先生 44 岁，中共党员，正高职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

司副总裁；曾任公司总裁助理，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

理。 

熊伟成先生 40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公司宽

带业务产出线总裁；曾任公司宽带业务产出线副总裁兼市场部总经理，网络产出

线宽带产品线总监。 

李磊先生 39 岁，中共党员，工程师，本科毕业。现任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公司光配线系统产出线总裁，光配线系统产出线市场部

总经理。 

原建森先生 43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本科毕业。现任公司网络产出

线总裁；曾任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