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我们作为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该公

司”）的独立董事，在2021年度工作中，我们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等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

各项议案，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努力维护公司

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2021年度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

况报告如下： 

 

一、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会有董事11名，其中独立董事4名，董事会的

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一） 独立董事变动情况 

由于原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吕巍先生于2021年3月辞职，公司于2021

年6月10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胡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报告期内的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卓福民先生，曾任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主任助理，上海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EO，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祥

峰（中国）投资公司（环球风险基金管理公司 Vertex Management Group的全资

附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上海科星创业投资基金创始人兼董事长，纪源

资本管理合伙人。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上置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碧生源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源星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理合伙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创业投资基金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席

理事长、上海宁波商会执行会长、新沪商联合会轮值主席。 

胡奋先生，曾于上海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任职，曾任3M

公司中国地区财务总监、全球安保系统事业部财务总监、中国地区财务及法务总

监、中国及香港地区首席财务及运营官、大中华区财务及运营高级副总裁、全球

高级副总裁及泰国董事总经理。现任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东浩兰生（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盈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征宇先生，曾任通用电气（GE）航卫医疗系统市场经理、GE医疗大中华区

核磁产品业务部总经理、GE合资公司深圳通用精细有机硅有限公司总经理、GE

有机硅亚太地区核心业务部总经理，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董事会董事，卡特彼勒公司小型驱动系统全球产品经理、亚太区再制造总经

理、全球矿业设备再制造总经理，卡哥特科工业（中国）有限公司公司副总裁、

中国区总裁，北京慧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盈德气体集团首席执行官，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盈德气体集团高级顾问。 

葛其泉先生，曾任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评估师与常务副总经理、上

海久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负责人，兼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三）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我们及我们的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没有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或1%以上、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在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或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不在该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  

因此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卓福民）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畅联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尽责、谨慎认真地行使公司所赋予

的权利，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现将 2021年

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2021 年董事会召开次数

（任内） 
五次 

2021 年股东大

会召开次数 

（任内） 

二次 

亲自出席 

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亲自出席次数 

五次 零次 零次 否 一次 

 

2021年度，本人亲自出席五次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方面，本人亲自出席一

次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在2021年度召集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

事项和其它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本人对各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的相关议案均投了赞成票，2021年度本人未对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公司其它事

项提出异议。 

 

（二）发表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对《关于提名胡奋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1年度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日常工作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认真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对公司董事会

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均要求公司事先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审核，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判断，并在董事会上从多方面提出参考意见，使董事会决策更加切实可行。 

 

（四）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本人召集并出席了2021年提名委员会

召开的3次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提名胡奋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

议案》。 

作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2021年战略委员会召开的2次

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审议总经理2020年度工作报告暨2021年度经营

计划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审议

总经理2021上半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作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 2021 年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召开的 1次会议。具体的工作包括：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卓福民 

2022年4月27日 

  



三、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胡奋）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畅联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尽责、谨慎认真地行使公司所赋予

的权利，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现将 2021年

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2021 年董事会召开次数

（任内） 
四次 

2021 年股东大

会召开次数 

（任内） 

一次 

亲自出席 

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亲自出席次数 

四次 零次 零次 否 一次 

 

2021年度，本人亲自出席四次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方面，本人亲自出席一

次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在2021年度召集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

事项和其它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本人对各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的相关议案均投了赞成票，2021年度本人未对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公司其它事

项提出异议。 

 

（二）发表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对《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三）日常工作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认真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对公司董事会

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均要求公司事先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审核，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判断，并在董事会上从多方面提出参考意见，使董事会决策更加切实可行。 

 

（四）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2021年审计委员会召开的2次

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讨论

2022年度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计划。 

作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2021年提名委员会召开的1次

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胡奋 

2022年4月27日 

  



四、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征宇）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畅联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尽责、谨慎认真地行使公司所赋予

的权利，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现将 2021年

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2021 年董事会召开次数

（任内） 
五次 

2021 年股东大

会召开次数 

（任内） 

二次 

亲自出席 

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亲自出席次数 

五次 零次 零次 否 二次 

 

2021年度，本人亲自出席五次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方面，本人亲自出席二

次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在2021年度召集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

事项和其它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本人对各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的相关议案均投了赞成票，2021年度本人未对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公司其它事

项提出异议。 

 

（二）发表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对《关于提名胡奋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1年度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日常工作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认真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对公司董事会

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均要求公司事先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审核，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判断，并在董事会上从多方面提出参考意见，使董事会决策更加切实可行。 

 

（四）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2021年审计委员会召开的4次

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度履职情况

报告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关于2021年度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关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审议《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讨论关于2022年度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计划。 

作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2021年提名委员会召开的3次

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提名胡奋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作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了2021年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召开的1次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李征宇 

2022年4月27日 

  



五、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葛其泉）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畅联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尽责、谨慎认真地行使公司所赋予

的权利，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现将 2021年

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2021 年董事会召开次数 

（任内） 
五次 

2021 年股东大

会召开次数 

（任内） 

二次 

亲自出席 

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亲自出席次数 

五次 零次 零次 否 二次 

 

2021年度，本人亲自出席五次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方面，本人亲自出席二

次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在2021年度召集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

事项和其它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本人对各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的相关议案均投了赞成票，2021年度本人未对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公司其它事

项提出异议。 

 

（二）发表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对《关于提名胡奋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21年度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日常工作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21年认真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对公司董事会

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均要求公司事先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审核，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判断，并在董事会上从多方面提出参考意见，使董事会决策更加切实可行。 

 

（四）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人召集并出席了2021年审计委员会

召开的4次会议。具体工作包括：审议《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

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审议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审议《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讨论关于2022年度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计划。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葛其泉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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