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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海胶集团举行新闻发
布会，新的董监高团队集体对外亮
相。海胶集团新任董事长王任飞逐一
介绍新的团队成员及职业背景，并发表
了就职演说。

据悉，11月30日，海胶集团召开了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同天，
海胶集团还召开了五届一次董事会，选
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组
成了新的经营管理团队。

海胶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以天然橡
胶种植、加工、贸易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自2011年走进资本市场以来，在行业的
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连续多年多次
入选上证180、上证 50、沪深300和中
证100指数样板股，并成为中国资本市
场农业板块国有控股类上市公司中市
值最大股票。海胶集团因其独特的产
业背景、区位优势和大股东的国资背
景，一直受到资本的青睐和追捧，公司
的一举一动，也都会引起资本市场、机
构投资者、广大股东以及媒体的广泛
关注。

据介绍，海胶集团新一届董监高团
队，大都有丰富的履历和较好的职业背

景，既有上市公司的履职经验，又有很
高的学历、学术背景和实际工作经验，
许多人还有国外的工作经验和国际化
视野，有很新的理念和很强的执行力。
新任董事长王任飞，有过在国家财政部
预算司任职的从政经历，有过驻外使领
馆商务工作经验，有过在IT企业的从业
经历，还有在海南农垦10年的服务经
历，既了解橡胶产业，也热爱农垦事业。

王任飞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海胶集
团有辉煌的过去和优良传统，有优秀的
人才队伍，有优质的资源，有高度组织化
的管理优势，现在又有国家宏观政策的

支持，有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有
大股东的坚强后盾和支持，尽管由于行
业形势面临暂时的经营困难，但是没有
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搞不好，做不
强。他提出了“内稳外拓，精农强工，
科技支撑，金融保障”的十六字方针，
将优化基地分公司的管理机制，巩固和
加强橡胶生产基地建设，同时结合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实施走出去战
略；将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高
效热带农业和非胶产业，增加新的利润
增长点；将强化科技研发以及新材料、
新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强化人才战

略；将加强资本运作，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的平台作用和金融手段，加大并购力
度。他表示有信心有能力，与新的经营
管理团队一道，励精图治，把海胶集团
带进新的发展阶段，再创辉煌。

据悉，2017年，国家把天然橡胶列
为重要农产品并划定保护区，也给海胶
集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海胶集团
近年来在巩固天然橡胶基地、掌握资
源、海外并购、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战略布局和行动，并
取得积极进展。

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股东对新团队

提出了希望，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思涛表示，天然橡胶产业是
目前海南农垦控股集团最大的产业，
也是八大产业中排在第一位重点发展
的产业。海垦控股集团作为海胶集团
大股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海胶集团
发展，与其他股东一道，致力于完善海
胶集团的法人治理结构，支持海胶集
团走出去发展，实施海外并购和资源
整合，在政策、资源方面提供支持，必
要的时候，不排除进行优良资产注入
等方式，帮助和促使海胶集团做大、做
精、做强。

海胶集团新一届董监高团队履职

大家上午好！刚刚结束的海胶集团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五届一次董
事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董事会、监事会，
并聘任组成了新的经营管理团队。新一届董
事会又选举我担任董事长，这是广大股东和
董事们对我的极大信任和支持，对此，我表示
由衷的谢意。

目前，海胶集团正处在克服胶价低迷、积
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走出去发展的关键时
期、特殊时期，在这样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
点，我和我的团队，接过了海胶集团新一轮改
革发展的“接力棒”，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信心满满。

我说感到信心满满，有充分的依据——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稳定土地承包关

系和延长承包期、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
态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政策，国家关于将天然橡
胶纳入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的规划，海南省
委、省政府对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关注和支
持，给我们吹来了政策的东风，使我们有理由
信心满满；大股东海南农垦投资控股集团的国
资背景、资源优势、对海胶集团的重视和支持，
使我们有理由信心满满；海胶集团拥有的辉煌
的过去和优良传统，广大干部职工延续着农垦
精神，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勇于开拓，无私奉
献，使我们有理由信心满满；拥有的优秀人才
队伍，拥有的优质资源和组织化管理，拥有的
行业地位和资本市场平台，使我们有理由信心
满满；我们新一届的董监高团队，大都有很好
的履历和职业背景，有人具有在上市公司丰富
的履职经验，有人具有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经
验、先进的理念、战略的思维、国际化视野和很
强的执行力，有人同时兼有很高的学历、学术
背景和实际工作经验，有人从基层做起，对生
产、加工和贸易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大家
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农垦事业、热爱
海胶集团，使我们更有理由信心满满。

我们将按照“内稳外拓，精农强工，科技
支撑，金融保障”的十六字方针，将优化基地
分公司的管理机制，巩固和加强橡胶生产基
地建设，同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坚定
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将积极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培育高效热带农业和非胶产业，增加新
的利润增长极和贡献点；我们将强化科技研

发以及新材料、新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强
化人才战略；我们将加强资本运作力度，充分
利用好资本市场的平台作用，加大并购力
度。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将海胶集团带进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再创辉煌。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省委七届三次全会提出
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好新海
南的目标。目前，我们的大股东、海垦控股集
团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第
七次党代会、省委七届二次全会、省委七届三
次全会精神，并深入贯彻省委对控股集团提出
的“要有改革实效、要在经营发展上有新的突
破”的要求，并发出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助
推农垦改革发展的号召。海胶集团作为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
起点，我们必须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认真分
析新形势，努力开拓新思路，积极应对新挑战，
抢抓发展新机遇，通过科技创新为海南农垦实
现“两个率先”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做到这些，作为海胶集团党委书记和
董事长，我郑重表态，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我将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
任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拿出甩开膀子的干
劲、抓铁有痕的韧劲，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干事创
业的实在人，团结海胶集团的经营管理团队，紧
紧依靠全体干部职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形成创业干事的良好氛围，一个一个问题去
解决，一项一项工作去落实，以实实在在的业绩，
回报组织的厚望与股东的信任，做到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政策的东风劲吹，历史的使命在肩，优秀
的员工在看，我们新的管理团队，已经摩拳擦
掌，信心满满。

请上级领导和广大股东相信，我和我的
团队，一定会用自己的不懈努力，把海胶集
团打造成守信誉、负责任的上市公司，以经
营业绩和企业实力说话，维护好投资人权
利，在完成天然橡胶国家战略物资保障使命
的前提下，实现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长期和
谐共赢，真正为股东创造收益，为社会创造
价值。

海胶集团进入新时代一定再造新辉煌！

内稳外拓 精农强工
科技支撑 金融保障

——海胶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任飞就职演说

海胶集团新一届董监高团队
名单及主要履历

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王任飞

王任飞 管理学博士，拥有国家财
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级干部的从政经
历，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商
务工作经验，熟悉财政预算、外交商务
等领域，还有过在大型IT国企的管理
经验。在派驻美国两年工作期间，他
参与筹建当地“中企协会”，还为我国
加入WTO提供了美国及西方主要发
达国家财税制度的有关范本和建议，
参与了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联络工
作。2008年开始进入海南农垦工作，
历任海南省农垦总局副局长、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熟悉海南农垦情况，热爱农垦，热
爱海胶，主持参与打造海南农垦金融
板块工作。不仅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
经验，还有超前的先进理念和国际化
的视野。

独立董事：
陈丽京 王泽莹 林位夫

陈丽京（女）会计学硕士研究生
学历。从事会计学教学工作28年，先
后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讲师、中
国人民大学会计学副教授，精通财经
法规和会计领域知识。曾任中国船舶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红卫星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拥有资深的
独董任职资格和丰富的独董任职经
验。现任海胶集团独立董事、黑牡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
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王泽莹（女）工商管理学硕士研
究生学历，国家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并购交易师。精通国家财经法规、
中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
计准则、外汇法规等，并拥有丰富的财
务、投资、审计以及中国与美国IPO经
验。曾任职于中办中直管理局、国务
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并先后担任过海
辉国际和中软国际财务总监、万国数
据高级副总裁、华云集团CFO。现任
海胶集团独立董事、北京佳讯飞鸿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兴铁资
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林位夫 研究员，橡胶研究领域资
深专家。大学毕业后便一直从事橡胶
科研工作，拥有多年橡胶科研经验，是
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领头人之一，在
橡胶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并先后荣获

“中国侨联科技创新人才奖”、“全国野
外科技先进工作个人”等荣誉。曾任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副所
长，现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海胶集团独立董事。

非独立董事：
李宝友 彭富庆 梁春发

蒙小亮 王兵

新一届监事会监事：
蔡锦和 高波

孙乐明（职工代表监事）

新一届董事会聘任
公司总裁：李宝友

公司执行副总裁：谢兴怀
公司董事会秘书：董敬军

公司副总裁：李奇胜 董敬军 李昌
陈圣文

公司财务总监：王劲（女）

李宝友 德国经济工程硕士，管理
学博士。在现代农业领域、农业与旅
游产业结合以及对外合作交流方面，
具有丰富工作经验，是具有国际化视
野和现代农业企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
理人，是海胶集团面向全球招聘的管
理人才。其先后担任德国欧亚商务组
织首席专家、执行董事，德国欧牌国际
投资资源有限公司总裁、德中投资与
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任海南润达
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
经理，海南中荷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海南现代设施农业研究
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担任海南润
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期
间，合伙投资建设了海南陵水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被科技部评为“国家级
农业科技园区”，成为海南省现代农
业的名片。现任海胶集团董事兼总
裁。

谢兴怀 工商管理学硕士。自
1981年就进入海南农垦系统内工
作，先后担任过西联农场场长助理
兼办公室主任、海胶集团金联加工
分公司经理、海胶集团总裁助理、海
胶集团副总裁等职务，从普通岗位
一步步走向公司领导岗位，非常熟
悉海胶集团的经营发展情况。自
2012年 9月便一直担任海胶集团执
行副总裁。

李奇胜 经济学硕士。拥有丰
富的财务会计、企业管理以及项目
运作经验，曾先后担任海南省农垦
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海南省农垦中新公司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经理。
现任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
董敬军 经济学硕士。自2007年

12月至今一直担任海胶集团董事会
秘书，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促进公司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董秘年
度工作考核每年均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评为优秀，信息披露年度评价工作均
获A类（优秀）。并先后荣获2011年
度“金治理·上市公司优秀董秘”、
2013年度“金治理·投资者关系公司
董秘奖”、第九届和第十一届“新财富
金牌董秘”等荣誉。现任海胶集团董
事会秘书、副总裁。

李昌 工商管理硕士。自1982年
便进入海南农垦工作，先后担任过南
茂农场胶厂工人、南茂农场供销社副
科长、南茂农场副厂长、东岭农场场
长、林产集团总经理、海胶集团总裁助
理等职务。2016年3月至今，任海胶
集团副总裁。

陈圣文 经济管理学硕士。自
1980年便进入海南农垦工作，先后担
任过新中农场会计、新中农场总会计
师、新中农场副场长、乘坡农场场长、
海胶集团长征分公司总经理、海胶集
团党委副书记等职务。2017年4月
至今，任海胶集团副总裁。

王劲 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
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
毕业，先后担任过海口农工贸（罗牛
山）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海
南农垦集团财务资金部财务分析经
理兼税务筹划经理、海南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曾主持
和参与过跨境并购、中国化工橡胶轮
胎板块并购、畜牧集团分立重组、茶
叶集团重组等项目。现任海胶集团
财务总监。

（本版策划/隽敏 文图均由海胶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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