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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 8月 24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15年 8月 28日在郑州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西侧同心饭店 3号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聚彬先生召

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其中董事李守宇先生、董事万

君初先生、独立董事刘孟军先生、独立董事谷秀娟女士、独立董事朱舫女士通讯

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好想你枣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

各项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情况如下：现任董事会提名石聚彬先生、

石聚领先生、张艳菊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石聚彬先生（持有公司 38.25%的股份）提名司胤衡先生、程大为女士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石聚领先生（持有公司 2.77%的股份）和股



东常国杰先生（持有公司 2.86%的股份）共同提名齐金勃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三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在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后，公司现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上述被提名人列为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审查了其资格，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条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 2015 年 8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好想你枣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度，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当选后将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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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现任董事会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情况如下：现任董事会提名朱舫女士为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聚彬先生（持有公司 38.25%

的股份）提名李尊农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石聚领先生（持

有公司 2.77%的股份）提名胡小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三届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在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后，公司现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上述被提名人列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审查了其资格，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条

件，且均持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 2015 年 8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好想你枣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当选后将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详见 2015 年 8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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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现任董事会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本着公

司董事薪酬与公司长远利益相结合、与公司效益及工作业绩目标挂钩、与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相结合等原则，对比公司同行业薪酬水平和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现任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如下薪酬或津贴方案： 

职务 薪酬或津贴（万元/年，税前） 

董事长 60 

内部董事 按照公司任职岗位薪酬标准确定 

外部董事（包括独

立董事） 
12 

注：内部董事是指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为本公司员工；外部董事（包

括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不属于本公司员工。 

董事的薪酬、津贴按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发放，薪酬、津贴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的薪酬按照公司任职岗位薪酬标准确定；其薪酬

按照公司工资制度发放，薪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其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外部董事（包含独立董事）因现场办公或参加会议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由公司集中统一报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 2015 年 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现将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84100001492）

中的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干鲜果品储存、加工及购销；农副土特产

品加工、储存及购销(粮食收购除外)；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生产及销售（有

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限分支机构经营）；蜂蜜及其制品生产及销售（限

分支机构经营）；糖酒进出口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2015

年 11月 19日）（限分支机构经营）；农林新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及技术咨询服务；

红枣加工技术研究、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特色旅游景区管理。” 

变更为：“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干鲜果品储存、加工及购销；农副土特产品

加工、储存及购销(粮食收购除外)；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生产及销售；蜂蜜

及其制品生产及销售；糖酒进出口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农林新技术

研究、技术推广及技术咨询服务；红枣加工技术研究、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

特色旅游景区管理。” 

本次公司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变更不涉及《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变更，

因此《公司章程》无需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终止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鉴于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综合考虑目前的融资环境和融资时机，经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综合考虑和审慎分析，决定终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做好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等有关后续工作。 

公司将在重新确定募集资金总额、认购方式及发行对象等具体事项后，择机

拟定新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详见 2015 年 8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 2015-054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召开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决议。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第三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石聚彬先生 

石聚彬先生，出生于196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MBA)，

高级经济师。1992年郑州市新郑县奥星食品厂成立，任厂长；1997年，新郑县奥

星食品厂改制为河南省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司，历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

兼总经理；2009年8月18日-2014年9月30日，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9

月30日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新郑市人大常委、河南省人大代表、中

共河南省党代表、中国经济林协会副会长，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第九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2007CCTV三农人物创新奖”、“2013中原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2014河南

经济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被誉为“红枣司令”和“民间红枣专家”。 

石聚彬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石聚领先生之兄、现任副总经理常

国杰先生配偶之弟，除与本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石聚领先生、现任副总经理

常国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外，石聚彬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石聚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56,454,086股（其中，通过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224,730股，持股比例为0.83%），持

股比例为38.25%，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聚彬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石聚领先生 

石聚领先生，出生于 1968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

级咨询师。1990年-1996年，担任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社协办公室主任；1996

年-2003年，担任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爱婴中心主任；2003年至今，在本公司及前

身河南省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分别担任过品牌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副

总经理兼行政总监、董事兼副总经理等职；2012 年 11 月 20 日至今，担任本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同时担任新郑市政协常委、郑州市人大代表、



河南省政协特邀委员、新郑市青联副主席、新郑市工商联副主席、郑州市总商会

副会长、河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优

质农产品服务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石聚领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长石聚彬先生之弟、现任副总经理常国杰先生

配偶之弟，除与本公司现任董事长石聚彬先生、现任副总经理常国杰先生为一致

行动人外，石聚领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石聚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4,091,600股，持股比例为 2.77%。石聚领先

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张艳菊女士 

张艳菊女士，出生于 1963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1983年-1999

年，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先后从事财务、销售、地面服务等工作；1999年-2002

年，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工作，任商贸部经理；2002年-2012 年，在河南民航食

品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2012年 5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生产总监、

销售副总、生产副总。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艳菊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艳

菊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司胤衡先生 

    司胤衡先生，出生于 1977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

2001 年 5 月-2011 年 2 月，担任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营运经理；2011 年 11

月-2012年 6月，担任白象食品集团事业部总裁助理、营销管理本部部长；2012

年 6月-2015年 5月，担任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裁、门店事业部总裁；

2015年 5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连锁门店事业部总经理。 

    司胤衡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司胤

衡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程大为女士 

    程大为女士，出生于 1968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

1990 年 7 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曾任讲师、副教授，现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曾获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德国 DAAD学者等荣誉。 

    程大为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程大

为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六）齐金勃女士 

齐金勃女士，出生于196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

博士生导师，律师。1985年7月-1988年1月，担任河北高阳劳教所科员；1988年1

月-1992年1月，担任河北保定地区司法局科员；1992年1月至今，在中央司法警

官学院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6年11月晋升为教授；2003年至今，

担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财务审计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会

计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河北

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齐金勃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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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金勃女士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第三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朱舫女士 

朱舫女士，出生于 1956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1982年 8 月

-1984 年 12 月，在商业部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 年 1 月-2011 年 2 月，在中国

商报工作，历任记者、副主任，主任，主编助理，副总编等职务；2011 年 3 月

至今，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首席顾问；2011 年 6 月至今，任北京聚霖投资管理

中心代表；2012年 11月至今，任深圳市聚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担任董

事长。2013 年 6 月至今，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朱舫女士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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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舫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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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舫女士已经取得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李尊农先生 

李尊农先生，出生于1962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

士研究生，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专业资格。1985年8月-1998年9月，

在财政部会计司工作，历任二处科员、三处副处长；1998年10月-1999年6月，担

任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咨询中心总会计师；1999年7月-2013年12月，担任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2014年1月至今，担任中兴

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同时，兼任北京注册

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内部治理委员会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

申诉与维权委员会委员，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尊农先生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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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尊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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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尊农先生已经取得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三）胡小松先生 

胡小松先生，出生于196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1982年8月-1995年10月，在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和食品科学系工作，历任

教师（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1995年10月-2014年12月，在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和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工作，历任教授、副院长、

常务副院长；2015年4月至今，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工作，

担任教授、院长；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 

胡小松先生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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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小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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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松先生已经取

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