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简历

王梓木，男，管理学博士，副研究员。

1984 年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历任副处长、

处长。1991 年调至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工作，历任处长、副司长，1995

年起主持全司工作。1996 年，发起并组建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2011 年，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王梓木担任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华泰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赵明浩：男，管理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1987 年至 1996 年先后任哈尔滨市经委办公室副主任、哈尔滨国

际经济开发集团公司总经济师、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香港新世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1996 年起参与创办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历任副总经理、常

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2011 年至今任华泰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1年至 2016年曾兼任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至 2018 年曾兼任公司首席投资官。

现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会长。



Evan Greenberg（埃文·格林伯格）：男，美国国籍。

2001 年起先后担任安达集团副董事长、安达集团总裁兼首席运

营官、安达天平再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2004 年 5 月被任命为安达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07 年 5 月起兼任安达集团董事长。在加

入安达集团之前，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美

国美亚保险公司（AIU，AIG 属下的国际保险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等高级管理职务。

现任安达集团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同时担任多项社会职

务，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理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贸易代表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委

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监理人等。

Rainer J. Kirchgaessner（莱纳·基希格斯纳）：男，德国国籍，

工商管理硕士。

1991 年至 1996 年在麦肯锡担任保险业顾问；1997 年至 2002 年

任 J.P.摩根金融咨询与并购副总裁，曾是伦敦私募基金公司 Capital

Z Partners 合伙人；2002 年至 2005 年任德意志银行全球企业金融

总监；加入安达之前，任通用电气商业金融、业务发展及并购总监；

2006 年加入安达集团，担任集团全球企业拓展负责人；2014 年 3 月

任安达集团高级副总裁；2017 年 3月至今任安达集团执行副总裁。



张 蓓：女，工商管理硕士。

1993 年至 2001 年在外交部工作；2001 年至 2002 年任上海张江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02 年至今先后任华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执行顾问助理、安达美国北美洲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安达集团中国事务高级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2016

年 3月至今,任安达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江涛：男，工商管理硕士。

1991年至 1993年任广东省肇庆市恒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1997 年至 2001 年任北京君正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00 年至 2007 年任君正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 年至 2016 年任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 年至 2016 年任北京博昂尼克微流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

年至 2014 年任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

年至 2014 年任锡林浩特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5

年至今任君正集团董事局主席。

田军：男，经济学博士。

1982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国家物价总局工作，先后任职员、机关

团委书记、副处长、处长；1988 年至 1992 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工作、ST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92 年至 1994 年在中国经

济学会（英国）工作，先后任主席、秘书长；1994 年至 1999 年在英

国高诚 MTM 有限公司工作，从事投资银行、项目咨询、基金管理工作，

先后任高级顾问、副总裁、董事；1999 年至 2015 年在英国富地石油

控股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集团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副总裁、总



裁，富地燃气投资公司总裁，并先后兼任茂名金明石油公司总经理，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珠海华南联合石油公司

董事、副董事长；华能碳基金任董事；2015 年 7 月至今任光捷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融客执行主席。

周汉生：男，应用化学博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

1987 年至 1988 年在中科院、水利部水库渔业研究所工作；1988

年至 1993 年，在武汉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所所长、

副总经理、总经理、常务董事；1993 年至 2002 年任武汉人福高科技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财务总监；2002 年至今任武汉当代科

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5 年至今任重庆当代

砾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 年至今任人福医药

集团股份公司董事。

余磊：男，法学博士。

2002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 月历任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原“武

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2015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任中证报价南方有限责任公司（原“中证报

价南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2 年 2 月至今担任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12 月至今担任恒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2006年 11月加入天风证券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12

年 2月至今担任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燕芳：女，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1986 年 7 月至 1993 年 11 月，先后在水利电力部财务司综合处、

能源部经济调解司电力企业处、中电联财经部生产财务处工作；1993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 月，在中国电力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部

门副经理、经理、副总会计师；2000 年 1 月至 2006 年 5 月，在中国

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06

年5月至2014年 11月任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2014 年 11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17 年至 2019 年 1月任国网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现任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正局级）、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总支书记。

周云福：男,经济学硕士。

1997 年 4月至 2003 年 5月，工作于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3

年 5月至 2005 年 7 月，工作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6月，工作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2007 年 6月至

今工作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

司），现任副总经理。

范奎杰：男，技术经济专业硕士。

历任兖州矿务局机厂办公室副主任，局经济研究室科长，驻美代

表；兖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贸易部主任经济师，国际融

资办公室副主任，股份制改造与境内外上市办公室专业组组长，国际

工程承包办公室主任，海外项目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北京银信光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济南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兖

矿集团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兖矿集团董事局资本运营委员会专务

委员兼兖矿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兖矿集团副总经济师

兼董事会决策咨询中心（北京）主任；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监

事长，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现任山东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顾问，上海金谷裕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银信光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西郊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阳光壹

佰优客工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李双友： 男，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1992 年 7月至 1993 年 12月在玉溪卷烟厂计划统计科工作；199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计划财务

科科长、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兼任党委书记；2015 年 1月至 2017 年

8月任云南合和集团金融资产部部长；2017年8月至今任云南合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光（独立董事）：男，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1977 年至 1993 年，在黑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所工作，历任办公

室主任、企管办主任、计划科长、副总经济师；1993 年至 2011 年在

黑龙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任华电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黑龙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

记。2011 年至 2015 年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经济师。



刘江南（独立董事）：男，管理学博士。

1990 年至 1996 年在 D&D Europe 工作，历任董事兼采购主管、

总经理；1996 年至 1997 年在法国 AEE Group 公司任副总裁兼 D&D

Europe 公司总裁；1997 年至 1999 任跨国公司在华业务顾问；1999

年至 2002 年在阿尔卡特（中国）公司任副总裁；2002 年至 2003 年

在阿尔卡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任资深副总裁；2004 年至 2010 年

在阿尔卡特朗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任总裁。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5月任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

会长。

刘春志（独立董事）：男，工商管理硕士。

1990 年至 1992 年，在武汉塑料一厂工作，任工艺工程师、研发

工程师；1995 年至 1998 年，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战略

研究室科长；1998 年至 2001 年就职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任资本运营部部门经理；2003 年至 2007 年就职于通用

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历任 GE能源集团总部商务财务主管、GE黎

明燃气轮机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经理、GE 基础设施集团（沈阳）财

务总监、GE优化和控制业务集团（中国区）财务总监；2007 年 1至

2009 年就职于海尔集团公司，历任客户解决方案集团财务总监、海

尔集团公司内控中心总经理（兼任）；2009 年至 2012 年，就职于亚

萨合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历任大中华区财务总监、亚萨合莱保

德安保安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2012 年至 2016 年，就职于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16 年至 2017 年，就职于绫

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任首席财务官；2018 年起，就职于新疆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首席财务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