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90          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8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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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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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科技”或“公司”）

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 2022 年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3 年 1月 9 日召开了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公

司于 2023 年 1月 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麦迪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3

名，任期三年，自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董事长：陈宁先生 

副董事长：翁康先生 

非独立董事：周支柱先生、王江华先生 

 独立董事：李东先生、袁万凯先生、陈敏先生 

其中选举翁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事项，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修改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为生效前提。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陈宁先生 

其他委员：周支柱先生、陈敏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袁万凯先生 

其他委员：王江华先生、李东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东先生 

其他委员：翁康先生、袁万凯先生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陈敏先生 

其他委员：陈宁先生、袁万凯先生 

二、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麦迪科技第四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

表监事 1名，任期三年，自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监事会主席：李彪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姜军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马笑丹女士 

三、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聘任总经理、联席总经理、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如下： 

总经理：翁康先生 

联席总经理：周支柱先生 

副总经理：杨淳辉先生、王江华先生、吴镝先生、宫浩然先生 

财务总监：苟关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孟豪先生 

其中选举周支柱先生为联席总经理事项，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修改的《公司章程》为生效前提。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未发现

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学历背景及工作经历均能够满足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要求。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审议和表决程序亦合法

有效。我们同意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李孟豪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四、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薛天先生 

 薛天先生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承诺将参

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期董秘任职资格培训并尽快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 222号 

联系电话：0512-62628936 

 传真：0512-62628936 

 电子邮箱：suzhoumedi001@medicalsystem.cn 

 五、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傅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岩先生、关岚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陈梦迪女士、杜文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陈静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1日 

  



附件 

陈宁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材料工程硕士，高级化

工工程师。曾任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首席创新与技术

官、首席财务运营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主任；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四川安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兼法定代表人、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自工作以来，先后

担任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强基专家组成员，四川省军民融合高效装备先进材

料产业联盟专家委员，四川省促进会创新平台建设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西南科技

大学产业教授、硕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津贴获得者；牵头完成铬化学领域国家（863

计划）重点项目，拥有专利 70余项，发表论文 20余篇。曾获得“四川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四川省发明专利一等奖”、“绵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四川省高层

次人才”、“四川省技术创新百强突出贡献人物”、“绵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称号。陈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翁康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硕士学位，高级经

济师。曾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数字医疗分会副会长，西安交通大学苏州校友会副

会长，曾任职于巨化集团公司、衢州制药总厂、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苏

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苏州麦迪斯顿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海口玛丽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省麦迪斯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重庆麦迪斯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苏州麦迪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苏州康励兴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博纳泽（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九三学社江苏

省科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产业协会联席会长。翁康先生

持有公司股票 21,325,9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4%。翁康先生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周支柱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会计师。曾任湖南火电

建设公司技术员、组长、材料设备科科长；湖南益阳发电有限公司筹建处物资部

主任、副总工；湖北襄樊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上海电气工程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副总裁、执行副总裁；上海电气集团助

理总裁；中国南方电网国际公司综合能源公司董事、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经

理；协鑫能科副董事长、协鑫创展副董事长及执行总裁、协鑫集团副总裁、高级

事业合伙人、执行董事；新奥数能科技公司总裁，新奥能源高级副总裁，新奥新

智、新奥集团董事、总裁、经营决策委员会主任，董事会双碳委员会主任。现任

中商投资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商资本董事长，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联席总经理。周支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江华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拥有

近二十年的机电制造企业运营及管理经验。曾任天津常裕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常州安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同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常

州青创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苏州同捷汽车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绵阳安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绵阳

麦迪斯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捷尼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绵阳炘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炘皓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江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东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先后担任

苏宁云商、金陵药业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东

南大学创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国资委国企外部董事



库成员，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擅长企业战略管理，商业模式创新。李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袁万凯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

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曾任株洲起重机厂会计；株洲松本林化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湖南泰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湖南丰日电源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湖南金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部门副主任；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部门主任。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党支部书记、副所

长；湖南龙飞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娄底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外部董事；湖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企业改制、上市、并购重组的会计、

审计、管理咨询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袁万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陈敏先生： 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文化，法学学士，

持律师执业证。曾任绵阳市涪城区公路管理所办公室主任、绵阳市律师协会副监

事长、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绵阳市安州区旅投文化产业发

展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四

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四川安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绵阳市第八届人

大常委会地方立法和备案审查咨询专家。自从事律师工作以来，专注于公司并购

重组、国资国企管理、证券金融、房地产与建筑工程领域的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事

务，为多家政府机关和大中型企业担任常年和专项法律顾问。2008 年被评为绵

阳市首届“十佳青年律师”，2013 年被评为“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2017 年被

评为“四川省优秀律师”。陈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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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李彪先生： 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海大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曾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支行行长助理、江阴银

行苏州分行业务拓展部副总经理、公司金融部总经理。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总裁助理、党群工作办公室主任、资本管理中心总

经理。李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姜军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法

学专业，持律师执业 A 证。曾任四川湖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办事处业务员；

成都多伦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员、法务；兴事发集团（绵阳九华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法务专员；绵阳市兴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绵阳安州农业科技综合发

展有限公司代总经理。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四川安州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专员、战略投资部总经理。姜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马笑丹女士： 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

于达宝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历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

款经理、总经理助理、一站式服务中心负责人、综合部负责人、营销业务管理部

总监；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总裁办公室主任。马

笑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杨淳辉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

－纽约大学，获国际金融硕士学位。曾先后任职美国 AOSmith公司，美国 TIMKEN

公司，天合光能，亿晶光电、连连集团等公司，分管营销和业务开发工作，在新

能源电力行业拥有 17 年经验。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杨淳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吴镝先生：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湖北中

天集团大区经理、北京超思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北京康瑞德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北京中恒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博奥生物有限公

司销售总监。历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大区总监、销售管理

中心总经理、大项目部总经理、信息事业部总经理，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吴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宫浩然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计算机应用专业硕

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 MBA、EMBA。曾任职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信息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执行董事、并购融资部执

行董事；协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万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招银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行部执行董事。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

PAE 导师、MBA 面试官；曾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改革创新奖（个人）、创新项目、

创新团队奖。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熟悉 A股和港

股的 IPO、并购重组、基金和债权融资等相关业务，熟悉上市公司相关监管政策

及资本市场相关法规；历经投资银行、上市公司、投资机构、监管机构的相关经

历，从业经验较为丰富。宫浩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苟关华先生：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

级会计师。曾任四川安县银河建化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四川豪易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绵阳安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苏州麦迪

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任绵阳市安州区内部审计协会会长。有



超过 30 年的国有及民营企业财务、预算和投融资管理经验。苟关华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孟豪先生：1992 年出生，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厦门大学本科学历，英国

格拉斯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历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内审经理、董事长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李孟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薛天先生：199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金融学专业，管理学硕士；曾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审计

员，历任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会计、投资主管。现任苏州麦

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薛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