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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2-00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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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1.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2.  一公局集团 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为中交第一公路

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3.  桥隧公司 指 中交一公局桥隧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4.  中国路桥 指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一航局 指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6.  一航局一公司 指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7.  中交投资 指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8.  中交疏浚 指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2月 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于 2022年 2月 2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董事会 9名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

了认真审议，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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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选举执行董事王彤宙担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彤宙简历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中国交建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王彤宙（主席）、王海怀、孙子宇、米树华、刘辉、周

孝文； 

提名委员会：王彤宙（主席）、刘翔、陈永德、武广齐、周孝文； 

审计与内控委员会：陈永德（主席）、刘辉、武广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辉（主席）、米树华、武广齐。 

以上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其简历详见公司 2022年 1月 28日披露的《中国交建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王海怀担任本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王海怀简历详见

公司 2022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中国交建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文岗、王建、周静波、李茂惠、陈重、杨志超担任本公司副总

裁，朱宏标继续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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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以

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周长江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周长江简

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委任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委任王彤宙、周长江为授权代表及香港联交所电子呈报系统的主要

授权人士，向香港联交所递交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更换电子呈报主要授权人

士的登记表格。继续委任周长江（具备香港联交所要求的公司秘书任职资格）为

本公司公司秘书。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履职时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至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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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审议通过《关于组建中交中南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桥隧公司增资 13.24 亿元，桥隧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8 亿元变

更为 15 亿元。增资完成后，桥隧公司更名为中交中南工程局有限公司，该公司

由一公局持股 51%，公司持股 4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交（青岛）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中交（青岛）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注册地青岛市胶州市，注册资本 5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交建新加坡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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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四海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新加坡，

注册资本 1,500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 2022 年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同意《中国交建 2022年审计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对外捐赠预算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为约翰霍兰德墨尔本西门隧道项目出具变更母公司

保证函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中交国际（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附属澳洲约翰霍兰德公司，以

联合体形式参与实施的墨尔本西门隧道项目，由于项目合同变更，原项目设计施

工合同金额为 49.9 亿澳元，追加金额变更后合同金额为 85.3亿澳元。同意公司

按照澳洲项目竞标惯例和合同约定，继续按照项目合同提供母公司保证函，该母

公司保证责任上限与变更后的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责任上限一致。 

该部分担保额度在经 2021 年 6 月 10 日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担保

计划额度内调剂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担保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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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岗先生，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同时

担任中交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文先生于 1988 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

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一公局副总经理、中国路桥董事兼副总经理、本公司海外事

业部执行总经理、中国路桥董事长、本公司总裁助理。文先生毕业于广州外国语

学院法语专业，后取得长沙理工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

正高级经济师。文先生自 2016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王建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安全总监、党委

委员，同时担任中交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王先生于 2004 年加入本公司，

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本公

司华东区域总部总经理、路桥轨道交通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王先生于西安

公路学院桥隧及结构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取得中南大学岩土工程博士学位，

是正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自 2016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周静波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同

时担任中交疏浚董事长。周先生于 1980 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

验，历任一航局一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一航局副总经理，中交

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交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临时党委书记，本公司总裁助理兼港航疏浚事业部总经理，中交疏浚临

时党委副书记。周先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是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周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李茂惠先生，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同

时担任中交投资董事长。李先生于 2005 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财务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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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验，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副厅长、党组

成员，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一局副局长（挂职），中国路桥副总经济师，中交集团

投资部总经理，本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中交投资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交投资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总裁助理。李先生毕业于长安大学（原名为

西安公路学院），获得财会专业学士学位，后取得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专业硕

士学位，是正高级经济师。李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朱宏标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常委，

同时担任中交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先生于 1994 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

资金及财务管理经验，历任中国路桥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会

计部副总经理，中交集团资金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经理。

朱先生毕业于长安大学（原名为西安公路学院），获得会计学专业学士学位，后

取得北京大学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是正高级会计师。朱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起

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陈重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同时

担任本公司供应链管理部总经理、中国交通物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先生于 

1994 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及广泛的管理经验，历任一航局毛里

塔尼亚 101 公路项目副经理兼总工程师，一航局对外业务处副处长、主任工程

师，一航局一公司副总经理，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所所长、执行董事，一航局

一公司总经理，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本公司海外事

业部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总经理。陈先生毕业于河海大学，获得港口与航道

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取得天津大学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专业硕士学位、长沙理

工大学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陈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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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超先生，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办公

室（党委办公室）主任。杨先生于 2003 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

验，历任中交三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中交三公局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团委书记，人力资源部二部（党委组织部）

副总经理（副部长）、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部）副部长（副总经理）、党委工

作部（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先生毕业于长沙理工

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取得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工

程硕士学位，是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杨先生自 2021 年 8 月起担任本公司

副总裁。 

 

周长江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同时担任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先生于 2000 年加入本公司，熟悉企

业管理及公司治理、资本运营、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经

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周先生历任原国家物价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干部、

中国机床总公司综合处副处长、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企划部副总经理、

中交集团企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周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是正高级经济师。周先生自 2017 年 11 月起担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公司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