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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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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838,703,57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723,110,3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115,593,1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278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0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9.27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李晓鹏董

事长为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蔡允革、何海滨、赵威、冯仑、王立国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殷连臣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李嘉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选举李晓鹏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95,376,973 99.8922 27,732,506 0.1078 900 0.0000

H股 10,049,504,849 99.3467 65,659,903 0.6491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744,881,822 99.7382 93,392,409 0.2606 429,343 0.0012

1.02.议案名称：选举葛海蛟先生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1,156,379 99.9924 1,953,100 0.0076 900 0.0000

H股 10,074,285,592 99.5916 38,379,160 0.3794 2,928,443 0.0290

普通股合计： 35,795,441,971 99.8793 40,332,260 0.1125 2,929,343 0.0082

1.03.议案名称：选举蔡允革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51,602,479 99.3333 171,507,000 0.6667 900 0.0000

H股 9,387,083,269 92.7981 728,081,483 7.1976 428,443 0.0043

普通股合

计：

34,938,685,748 97.4887 899,588,483 2.5101 429,343 0.0012

1.04.议案名称：选举卢鸿先生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1,156,379 99.9924 1,953,100 0.0076 900 0.0000

H股 10,073,571,591 99.5846 41,593,161 0.4112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794,727,970 99.8773 43,546,261 0.1215 429,343 0.0012

1.05.议案名称：选举傅东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95,376,973 99.8922 27,732,506 0.1078 900 0.0000

H股 10,053,486,879 99.3860 61,677,873 0.6097 428,443 0.0043

普通股合计： 35,748,863,852 99.7493 89,410,379 0.2495 429,343 0.0012

1.06.议案名称：选举师永彦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95,709,373 99.8935 27,400,106 0.1065 900 0.0000

H股 10,050,416,879 99.3557 64,747,873 0.6401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746,126,252 99.7417 92,147,979 0.2571 429,343 0.0012

1.07.议案名称：选举王小林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80,929,454 99.8360 42,180,025 0.1640 900 0.0000

H股 9,944,505,273 98.3087 170,659,479 1.6871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

计：

35,625,434,727 99.4049 212,839,504 0.5939 429,343 0.0012

1.08.议案名称：选举窦洪权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95,709,373 99.8935 27,400,106 0.1065 900 0.0000

H股 10,054,444,879 99.3955 60,719,873 0.6003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750,154,252 99.7529 88,119,979 0.2459 429,343 0.0012

1.09.议案名称：选举何海滨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80,929,454 99.8360 42,180,025 0.1640 900 0.0000

H股 9,944,505,273 98.3087 170,659,479 1.6871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

计：

35,625,434,727 99.4049 212,839,504 0.5939 429,343 0.0012

1.10.议案名称：选举刘冲先生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84,030,854 99.8481 39,078,625 0.1519 900 0.0000

H股 9,981,200,266 98.6714 133,964,486 1.3243 428,443 0.0043

普通股合

计：

35,665,231,120 99.5160 173,043,111 0.4828 429,343 0.0012

1.11.议案名称：选举于春玲女士为股权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95,709,473 99.8935 27,400,106 0.1065 800 0.0000

H股 10,056,241,880 99.4133 58,922,872 0.5825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751,951,353 99.7579 86,322,978 0.2409 429,243 0.0012

1.12.议案名称：选举霍霭玲女士为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879 99.9994 161,700 0.0006 800 0.0000

H股 10,103,960,752 99.8850 11,204,000 0.1108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826,908,631 99.9671 11,365,700 0.0317 429,243 0.0012

1.13.议案名称：选举徐洪才先生为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041,479 99.9958 1,068,000 0.0042 900 0.0000

H股 10,094,792,272 99.7944 20,372,480 0.2014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816,833,751 99.9390 21,440,480 0.0598 429,343 0.0012

1.14.议案名称：选举王立国先生为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07,881,752 99.9238 7,283,000 0.0720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830,829,531 99.9780 7,444,700 0.0208 429,343 0.0012

1.15.议案名称：选举洪永淼先生为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07,881,752 99.9238 7,283,000 0.0720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830,829,531 99.9780 7,444,700 0.0208 429,343 0.0012

1.16.议案名称：选举邵瑞庆先生为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47,009,474 99.7042 76,100,005 0.2958 900 0.0000

H股 9,906,260,009 97.9306 208,904,743 2.0652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

计：

35,553,269,483 99.2036 285,004,748 0.7952 429,343 0.0012

1.17.议案名称：选举陆正飞先生为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02,312,752 99.8687 12,852,000 0.1271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825,260,531 99.9625 13,013,700 0.0363 429,343 0.0012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选举李炘先生为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13,950,752 99.9838 732,000 0.0072 910,443 0.0090

普通股合计： 35,836,898,531 99.9950 893,700 0.0025 911,343 0.0025

2.02.议案名称：选举殷连臣先生为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13,950,752 99.9838 732,000 0.0072 910,443 0.0090

普通股合计： 35,836,898,531 99.9950 893,700 0.0025 911,343 0.0025

2.03.议案名称：选举吴俊豪先生为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13,950,752 99.9838 732,000 0.0072 910,443 0.0090

普通股合计： 35,836,898,531 99.9950 893,700 0.0025 911,343 0.0025

2.04.议案名称：选举吴高连先生为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1,808,294 99.9561 11,301,185 0.0439 900 0.0000

H股 10,030,315,875 99.1570 84,366,877 0.8340 910,443 0.0090

普通股

合计：

35,742,124,169 99.7305 95,668,062 0.2669 911,343 0.0026

2.05.议案名称：选举王喆先生为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14,672,752 99.9909 10,000 0.0001 910,443 0.0090

普通股合计： 35,837,620,531 99.9970 171,700 0.0005 911,343 0.0025

2.06.议案名称：选举乔志敏先生为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47,779 99.9994 161,700 0.0006 900 0.0000

H股 10,114,672,752 99.9909 10,000 0.0001 910,443 0.0090

普通股合计： 35,837,620,531 99.9970 171,700 0.0005 911,343 0.0025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58,379 99.9994 151,200 0.0006 800 0.0000

H股 10,115,154,752 99.9957 10,000 0.0001 428,443 0.0042

普通股合计： 35,838,113,131 99.9984 161,200 0.0004 429,243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李晓鹏先生为

股权董事

2,305,784,735 98.8115 27,732,506 1.1884 900 0.0001

1.02

选举葛海蛟先生为

执行董事

2,331,564,141 99.9163 1,953,100 0.0837 900 0.0000

1.03

选举蔡允革先生为

股权董事

2,162,010,241 92.6502 171,507,000 7.3497 900 0.0001

1.04

选举卢鸿先生为执

行董事

2,331,564,141 99.9163 1,953,100 0.0837 900 0.0000

1.05

选举傅东先生为股

权董事

2,305,784,735 98.8115 27,732,506 1.1884 900 0.0001

1.06

选举师永彦先生为

股权董事

2,306,117,135 98.8258 27,400,106 1.1742 900 0.0000

1.07

选举王小林先生为

股权董事

2,291,337,216 98.1924 42,180,025 1.8076 900 0.0000

1.08

选举窦洪权先生为

股权董事

2,306,117,135 98.8258 27,400,106 1.1742 900 0.0000

1.09

选举何海滨先生为

股权董事

2,291,337,216 98.1924 42,180,025 1.8076 900 0.0000

1.10

选举刘冲先生为股

权董事

2,294,438,616 98.3253 39,078,625 1.6747 900 0.0000

1.11

选举于春玲女士为

股权董事

2,306,117,235 98.8258 27,400,106 1.1742 800 0.0000

1.12

选举霍霭玲女士为

独立董事

2,333,355,641 99.9930 161,700 0.0069 800 0.0001

1.13

选举徐洪才先生为

独立董事

2,332,449,241 99.9542 1,068,000 0.0458 900 0.0000

1.14

选举王立国先生为

独立董事

2,333,355,541 99.9930 161,700 0.0069 900 0.0001

1.15

选举洪永淼先生为

独立董事

2,333,355,541 99.9930 161,700 0.0069 900 0.0001

1.16

选举邵瑞庆先生为

独立董事

2,257,417,236 96.7388 76,100,005 3.2612 900 0.0000

1.17

选举陆正飞先生为

独立董事

2,333,355,541 99.9930 161,700 0.0069 900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雷天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9-04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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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小林董事、师永彦董事对本次董事会第十三项议案投弃权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7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7月30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亲自出席13名，

其中，蔡允革董事以电话连线方式参会,何海滨董事、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分别书面委

托葛海蛟董事、王立国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8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晓鹏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等六个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经分项表决，有效表决票均为13票，同意均为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等六个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经分项表决，有效表决票均为13票，同意均为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

（1）选举徐洪才、李晓鹏、师永彦、霍霭玲、洪永淼、陆正飞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批准徐

洪才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2）选举李晓鹏、葛海蛟、王小林、窦洪权、徐洪才、洪永淼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批准李

晓鹏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3）选举陆正飞、蔡允革、傅东、何海滨、霍霭玲、徐洪才、王立国、邵瑞庆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并批准独立董事陆正飞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4）选举王小林、葛海蛟、蔡允革、卢鸿、傅东、刘冲、于春玲、邵瑞庆为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

员，并批准王小林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5）选举霍霭玲、于春玲、徐洪才、王立国、洪永淼、邵瑞庆、陆正飞为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委员，并批准独立董事霍霭玲女士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6）选举洪永淼、李晓鹏、王小林、霍霭玲、王立国、邵瑞庆、陆正飞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并

批准独立董事洪永淼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7）选举葛海蛟、师永彦、窦洪权、何海滨、刘冲、王立国为第八届董事会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委员，并批准葛海蛟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卢鸿先生、窦洪权先生、刘冲先生、于春玲女士、邵瑞庆先生、洪永淼先生、陆正飞先生自其董事任职资

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起就任，其余委员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就任。

在邵瑞庆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前，谢荣先生继续履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在洪永淼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前，乔志敏先

生继续履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在陆正飞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

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前，冯仑先生继续履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

六、《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优先股股息发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行于2019年8月12日按照发行条款向第二期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 按照票面股息率

3.90%计算，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3.90元（税前），共计人民币3.90亿元（税前）。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本行拟定的第二期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

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行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

七、《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夏邑）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七至十一项议案，李晓鹏、葛海蛟、蔡允革、傅东、师永彦、王小林董事均在表决中回避。

根据有关规定，上述第七至十一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七至十一项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

审批程序，本行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议案。

十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考核评价结论的建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2票。

王小林董事、师永彦董事投弃权票，建议本行制定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从客观、独

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9-04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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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李炘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炘先生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会议选举乔志敏、李炘、殷连臣、吴高连、王喆、徐克顺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批

准由乔志敏先生担任本行第八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会议选举吴高连、吴俊豪、王喆、乔志敏、孙建伟、尚文程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并

批准由吴高连先生担任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本行接任乔志敏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前，俞二牛先生继续履行监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三、《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炘先生在表决过程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9-04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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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审核同意，现将本行执行董事、监事长及高

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税前报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

姓 名 职 务 2018年度税前报酬(人民币万元)

李 炘 监事长 129.29

卢 鸿 副行长 121.31

武 健 副行长 113.65

姚仲友 副行长 125.13

黄海清 纪委书记 150.13

孙 强 副行长 143.99

李嘉焱 董事会秘书 127.44

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马 腾 原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 57.26

李 杰 原执行董事、副行长 76.53

张华宇 原副行长 86.16

注：

1、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本行执行董事、监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实行延期支付，2018年度本行上

述人员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729.06万元，延期支付的薪酬暂未发放到个人，未来根据本行实际

经营和风险损失情况考核确认后最终发放；

2、上述金额均按照任职时间、实际薪酬发放时间进行计算；

3、监事长2018年度税前薪酬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批准；

4、2018年4月，因工作变动，马腾先生辞去本行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职务；

5、2018年8月，因年龄原因，李杰女士辞去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职务；

6、2018年8月，因年龄原因，张华宇先生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9-04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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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约40.20406亿元人民币（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

的条件，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约40.20406亿

元人民币（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其中，（1）同意为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金瓯）核定3亿元人民币非保本型投资额度，期限36个月，信用方式；

（2）同意为光大金瓯核定1亿元人民币债券投资额度，期限12个月，信用方式；（3）同意为中国光大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光大实业）核定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12个月，信用方式；（4）同意为光大环

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环保太康）核定2.6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144个月，以光大环保太康

拥有的发电项目现有不低于2500万元价值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后续机器设备具备抵押条件后及时追

加为本行抵押物，发电项目建成后追加发电项目垃圾处理费和电费收益权作为质押担保；（5）同意由光大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科技）向本行提供信息系统升级维护服务，交易金额895.60万元人民币；（6）同意

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年）核定2300万英镑（约合2.014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60个月，由

光永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担保，由成都光大金融中心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安慰函，由光大

永年拟收购的位于伦敦的物业提供第二顺位抵押；（7）同意为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夏邑）有限公司（简称光

大夏邑）核定1.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84个月，以光大夏邑生物质热电项目产生的电费、热费收费权提

供质押担保，以光大夏邑拥有的生物质热电项目现有不低于2000万元价值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后续

机器设备具备抵押条件后及时追加为本行抵押物， 待具备条件后以光大夏邑生物质热电项目土地使用权、

房产提供抵押担保；（8）同意为光大集团核定23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其中超短期融资券承销额度20亿元、

中期票据承销额度3亿元，期限均为12个月，信用方式；（9）同意投资“光证资管-光控安石商业地产第2期

观音桥大融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简称专项计划）优先级A档，额度5亿元人民币，期限36个月。专项计划

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上市，展期回购承诺人/优先收购权人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嘉

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

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主要股东光大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1990年11月12日，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注册地北京，法定代表人李晓

鹏，注册资本600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

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截至2018年末，光大集团总资产47,851.86亿元，净资产4,483.19亿元，营

业收入1,615.90亿元，利润总额421.00亿元。

过去12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体除外）的具体情

况如下：

1、光大金瓯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30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不良资产经营，

经营的不良资产包括收购处置类、收购重组类、融通创新类和市场化债转股类。截至2018年末，光大金瓯总

资产67.14亿元，总负债34.93亿元，净资产32.21亿元。

2、光大实业成立于2007年11月，注册资本44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经营范围为投资及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资产管理；出租商业设施；技术开发。截至2018年末，光大实业总资产

118.32亿元，总负债47.68亿元，净资产67.43亿元。

3、光大环保太康成立于2016年12月，系光大环保能源（周口）控股有限公司为建设太康县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3,333.33万元，经营范围为垃圾发电热电联产，销售其所生产的

电力、灰渣、蒸汽、热水及相关副产品，城市垃圾焚烧服务等。截至2018年末，光大环保太康总资产17,666.71

万元，总负债4,333.38万元，净资产13,333.33万元。

4、光大科技成立于2016年12月，注册资本2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数据平台的搭建、

维护、大数据技术应用开发业务。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光大科技总资产2.07亿元，总负债0.36亿元,�所有者

权益1.71亿元。

5、光大永年于2000年8月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于2018年1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上市编

号HK.3699，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截至2018年末，光大永年总资产110,949.80万元，总负债23,044.30万元，

净资产87,905.50万元。

6、光大夏邑成立于2016年12月，注册资本18,667万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是为建设夏邑县生物质

热电等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尚未投产运营。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光大夏邑总资产

14,286.05万元，总负债-113.94万元，净资产为14,400.00万元。

7、光大嘉宝成立于1992年4月，注册资本115,360.4156万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房地产

开发。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光大嘉宝总资产220.34亿元，总负债139.53亿元，净资产80.81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在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披露的

关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交易余额 担保方式

1 光大金瓯 3亿元 2019年6月 2.5亿元 不适用

2 光大金瓯 1亿元 未发生 - 不适用

3 光大实业 2亿元 未发生 - -

4

光大环保

太康

2.6亿元 未发生 -

发电项目现有不低于2500万元价值

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后续机器

设备具备抵押条件后及时追加为本

行抵押物；发电项目建成后追加发电

项目垃圾处理费和电费收益权作为

质押担保。

5 光大科技 895.6万元 未发生 - 不适用

6 光大永年

2300万英镑（约合2.0145亿

元人民币）

未发生 -

由光永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

撤销的担保；成都光大金融中心项目

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安慰函；由光大永

年拟收购的位于伦敦的物业提供第

二顺位抵押。

7 光大夏邑 1.5亿元 未发生 -

以光大夏邑生物质热电项目产生的

电费、 热费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以

光大夏邑拥有的生物质热电项目现

有不低于2000万元价值的机器设备

提供抵押担保，后续机器设备具备抵

押条件后及时追加为本行抵押物；待

具备条件，以光大夏邑生物质热电项

目土地使用权、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8 光大集团 23亿元 未发生 - -

9 光大嘉宝 5亿元 未发生 - 不适用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于2019年5月28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会议

审议同意《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非保本投资）的议案》《关于为关联

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债券投资）的议案》和《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19年5月30日，本行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本行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关联董事李晓

鹏、葛海蛟、蔡允革、傅东、师永彦、王小林、赵威回避表决）。

本行于2019年6月12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

审议同意《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关联法人光大科

技有限公司为本行提供科技服务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19年6月20日，本行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本行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关联董事李晓

鹏、葛海蛟、蔡允革、傅东、师永彦、王小林、赵威回避表决）。

本行于2019年7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

审议同意《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城乡再生能源

（夏邑）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和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19年

7月30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本行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7票同

意（关联董事李晓鹏、葛海蛟、蔡允革、傅东、师永彦、王小林回避表决）。

参与董事会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

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四）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五）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附件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5月3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非保本投资）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

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债券投资）的议案》和《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6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关联法人光大科技有限公

司为本行提供科技服务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7月3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夏邑）有限

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为关

联法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投资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

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附件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5月3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非保本投资）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

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债券投资）的议案》和《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

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6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关联法人光大科技有限公

司为本行提供科技服务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

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7月3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为关联法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夏邑）有限公

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为关联

法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投资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

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附件3：

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5月28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

开。

参与表决:

霍霭玲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7人，实际参与表决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非保本投资）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债券投资）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6月12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

开。

参与表决:

霍霭玲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7人，实际参与表决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法人光大科技有限公司为本行提供科技服务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7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委员7人，亲自参与表决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

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夏邑）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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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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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核定135亿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同业专项投资额度50亿元、货币市场交易34亿元、理财专项增信限额20亿元、

资本市场交易20亿元、黄金租赁10亿元、衍生产品交易1亿元，期限12个月，信用方式。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将

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本次授信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现

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授信条件。该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同意为光大证券核定13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

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光大证券为本行主要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光大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证券成立于1996年， 注册资本46.11亿元， 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2009年8月18日在上交所上市，

2016年8月18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光大证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光大证券总资产

2,144.78亿元，总负债1,641.35亿元，所有者权益503.43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光大证券的关联

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光大证券核定13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同业专项投资额度50亿

元、货币市场交易34亿元、理财专项增信限额20亿元、资本市场交易20亿元、黄金租赁10亿元、衍生产品交易

1亿元，期限12个月，信用方式。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光大证券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于2019年7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

审议并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19

年7月30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本行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7票

同意（关联董事李晓鹏、葛海蛟、蔡允革、傅东、师永彦、王小林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

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

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附件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7月3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_______� � � � � � ________� � � � � _______� � � � � _______� � � � � _______� � � � � _______

附件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19年7月3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该笔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该笔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该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议

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_______� � � � � � ________� � � � � _______� � � � � _______� � � � � _______� � � � � _______

附件3：

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7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赵 威 董 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委员7人，亲自参与表决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

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6票同意（赵威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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