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7-010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8 日（星期

三）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现

场参加董事 8 名，独立董事沈厚才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法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公司董事会提名的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需参加独立董事任职培训并获得

任职资格证书，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后有所延期，在换届前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依据《公司章程》，经公司股东提名，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以逐项表决方式同意提名以下 9 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张近

东先生、孙为民先生、任峻先生、孟祥胜先生、张彧女士、杨光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沈厚才先生、柳世平女士、方先明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张彧女士、杨光先生为淘宝（中国）软件有



限公司根据与公司签订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约定提名。 

本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

数不超过公司董事获选人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进行公示，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交

所投资者热线电话、邮箱等方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反馈意见。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按照法律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勤勉尽责的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金明先生、陈俊杰先生，独立董事徐光华先生、王全

胜先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换届事宜之后将不再任职。公司董事会向第五届董事

会全体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

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独立认同意见。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同意公司设立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六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1、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近东； 

委员：孙为民、任峻、孟祥胜、沈厚才、柳世平、方先明。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方先明； 

委员：孙为民、孟祥胜、沈厚才、柳世平。 

3、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厚才； 



委员：孙为民、孟祥胜、方先明、柳世平。 

4、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柳世平； 

委员：孙为民、任峻、沈厚才、方先明。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随着公司互联网零售转型的深化，公司已经形成零售、物流、金融三大业务

单元，并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为了强化各业务单元

的专业化经营能力，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加强董事会对于管理层的指导、支持及

监督，公司董事会拟对企业经营管理层架构进行相应的完善。 

1、公司董事会下设立执行委员会，由其作为董事会领导下的公司日常经营

管理工作决策机构。 

执行委员会由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组

成。执行委员会委员由董事长提名，并由董事会审议通过。执行委员会设执行委

员会主席一名，由其组织召开执行委员会，并检查和督促委员会会议决议的执行

情况；设秘书长一名，负责执行委员会日常工作。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构成进行调整 

为强化不同业务单元间的协同以及更加专业化地发展，公司已经完成了零

售、物流、金融三个子集团组织的设立，并在集团总部层面强化行政、人事等后

台业务的支持。 

基于此，公司设苏宁易购总裁、苏宁物流总裁、苏宁金服总裁（以下合称“业

务线总裁”），业务线总裁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立总裁一名，或由董事会指定的一名业务线总裁履行总裁职责。公司

设高级副总裁、副总裁管理人员若干名，协助业务线总裁开展日常经营工作，或

分管相应职能管理工作，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业务线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执行委员会秘

书长、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综上，公司拟在《公司章程》中就公司经营管理层设置的调整内容进行修改



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012 号《公司章程修正案》。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7-013 号《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2 月 14 日 



 

附件 1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张近东 

中国国籍，1963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曾任江苏苏宁交家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现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张近

东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其他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48.10%股份，为苏宁电器集团第二大股东，

张近东先生与苏宁电器集团构成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张近东先生以及

通过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261,541,981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4.29%。 

2、孙为民 

中国国籍，1963 年出生，汉族，硕士学历。曾在南京理工大学执教，曾

任公司副总裁、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清华

大学中国零售研究院专家委员、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并担任公司子公司陕

西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西安苏宁云商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宁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为民先生未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其他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80%股份，孙为民先生与苏宁电器集

团构成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孙为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603,003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是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 

3、任峻 

中国国籍，1977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任峻先生未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

任峻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596,297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是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 

4、孟祥胜 

中国国籍，1972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曾任海尔药业浙江市场部经

理、南京东方智业管理咨询顾问，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孟祥胜先生未在

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孟祥胜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 4,047,949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是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 

5、张彧 

中国国籍，1972 年出生，汉族，硕士学历。张彧女士曾担任西门子东亚

太区内审负责人以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伙人，现任阿里巴巴集团财

务副总裁。张彧女士未在苏宁云商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

司股份。 

6、杨光 

中国国籍，1977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杨光先生拥有资深的互联网

运营经验，现任阿里巴巴集团资深总监。杨光先生未在苏宁云商实际控制人

等单位工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7、沈厚才 

中国国籍，1964 年出生，汉族，博士学历。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同时还兼数学

系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硕士生导师，目前为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 会员，中国运筹学学会会员，并兼任中国管理学会生产

与运作管理分委会委员、中国运筹学会随机服务与运作管理分会常务理事、

《运筹与管理》杂志编委，现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沈厚才先生不

存在（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8、柳世平 

中国国籍，1968 年出生，汉族，硕士学历。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系副教授、会计学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财务管理专业负责人，

兼任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会计专业负责人。柳世平女士不存在（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9、方先明 

中国国籍，1969 年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南京

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研究

生导师，曾赴加拿大 Lakehead University 数学科学院以及美国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金融系研修。主要学术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市场与投资，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以及社会服务课题 20 多项，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现为多种期刊的匿名审稿人。方先明先生不存在（1）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