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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审议批准了本行及附属公司（“本集团” ）2020年第

一季度报告（“第一季度报告” ）。出席会议应到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4名。

1.3本行法定代表人任德奇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莽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隃先生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行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3月31日（“报告期末”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要求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

资产总额 10,454,383 9,905,600 5.54

客户贷款1 5,568,059 5,304,275 4.97

负债总额 9,632,654 9,104,688 5.80

客户存款1 6,298,973 6,005,070 4.89

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810,302 793,247 2.15

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元）2 9.57 9.34 2.46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

营业收入 65,003 62,100 4.67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21,451 21,071 1.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3 21,290 20,922 1.76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元）4 0.25 0.28 (1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946 (6,687) (2237.67)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化

（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4 11.84 13.00 (1.16)

平均资产回报率（年化） 0.85 0.88 (0.03)

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36�号），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并反

映在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中，不应单独列示“应收利息” 及“应付利息” 项目。为便于分析，此处“客户贷

款”不含相关贷款应收利息，“客户存款”不含相关存款应付利息。

2.�为报告期末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除以报告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3.�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08)》要求计算。

4.�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要求计算。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产生的损益 185 18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4) 15

其他应扣除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67 164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 (62) (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 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61 149

2.3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普通股股东总数 普通股股东户数A股325,297户，H股33,998户，合计为359,295?户。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类别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3,178,424,446 17.75 无 - A股

国家

4,553,999,999 6.13 无 - H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4,968,942,755 20.16 未知 - H股 境外法人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3,886,417,698 18.70 无 - H股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134,886,185 1.53 无 - A股

国家

1,405,555,555 1.89 无 - H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22,588,791 2.99 无 - A股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六户 1,970,269,383 2.65 无 - A股 国家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1,246,591,087 1.68 无 - A股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8,145,417 1.09 无 - A股 国有法人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794,557,920 1.07 无 - A股 国有法人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5,305,404 1.00 无 - A股 国有法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优先股表决权恢复事项。

注：

1.�相关数据及信息来源于本行备置于股份过户登记处的股东名册。

2.�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划转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中央金融机构部分

国有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2019年12月，财政部将其持有交通银行股权的10%（共计1,970,269,383股）一次

性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会” ）持有（登记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

转六户”名下）。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规定，社保

基金会对本次划转股份，自股份划转到账之日起，履行 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于报告期末，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

和个人投资者的H股股份合计数。

4.�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所载，报告期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银行” ）持有H股股份13,

886,417,698股。根据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向香港联交所报备的披露权益表格，报告期末，汇丰银行

实益持有本行H股14,135,636,613股，占本行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19.03%。汇丰银行实益持有股份数量比本

行股东名册所记载的股份数量多249,218,915股， 该差异系2007年汇丰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本行H股以及此

后获得本行送红股、参与本行配股所形成。该部分股份均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5.�根椐本行股东名册所载，报告期末，社保基金会持有A股股份1,134,886,185股，H股股份1,405,555,555

股。2019年5月，社保基金会将原所持有的A股742,627,266股（占总股本比例1%）划转由减持专户“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股票灵活配置产品组合” 持有。2019年12月， 财政部将原所持有的A股1,970,269,

383股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六户。根据社保基金会向本行提供的资料，报告期末，

除上述股份外，社保基金会还持有本行H股7,655,962,777?股，其中：7,027,777,777股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名下，628,185,000股通过管理人间接持有（含港股通）。报告期末，社保基金会共持有本行A

股和H股12,909,301,166?股，占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17.38%。

6.�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社保基金会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六户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本行未

知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境外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

前十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DB�Nominees�(Hong�Kong)�Limited 122,500,000 100.00 境外优先股 未知 - 境外法人

注：

1.�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境外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3.� DB� Nominees� (Hong� Kong)� Limited以托管人身份，代表报告期末在清算系统Euroclear和Clearstream

中的所有获配售人持有122,500,000股境外优先股，占本行境外优先股总数的100%。

4.�“比例” 指境外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5.�本行未知境外优先股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境内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1

前十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22.22 境内优先股 无 - 国有法人

浦银安盛基金公司－浦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上海分行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乾元－日新月异"

开放式理财产品单一资金信托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

置5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兴全睿众资产－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8,000,000 4.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理财之慧赢系

列

18,000,000 4.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 15,000,000 3.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15,000,000 3.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注：

1.�本行境内优先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本行境内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3.�“比例” 指境内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4.�本行未知前十名境内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集团主要业务回顾

2020年一季度，本集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紧盯全年目标，坚持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两手抓” ，各

项工作平稳开局。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人民币104,543.8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54%；负债总额人民币

96,326.5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80%；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民币8,103.0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15%。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50.03亿元，同比增长4.67%；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民

币214.51亿元，同比增长1.80%；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ROAA)和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85%和

11.84%，同比分别下降0.03个百分点和1.16个百分点。

3.2�财务报表分析

1.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1）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人民币367.36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8.79亿元，增幅5.39%；在营业收

入中的占比为56.51%，同比上升0.3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净利息收益率1.55%，同比下降4个基点。

（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人民币125.96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5.40亿元，增幅4.48%；

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19.38%，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3）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内，本集团业务及管理费为人民币176.67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9.04亿元，增幅5.39%；本集团成

本收入比为28.49%，同比上升0.18个百分点。

（4）信用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集团信用减值损失为人民币118.92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1.92亿元，增幅11.14%。

2.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1）客户贷款

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贷款余额为人民币55,680.5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637.84亿元，增幅4.97%。

其中，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38,099.9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604.80亿元，增幅7.34%；个人贷款余额为

人民币17,580.6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33.04亿元，增幅0.19%。

（2）客户存款

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存款余额为人民币62,989.7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939.03亿元，增幅4.89%。

其中，公司存款占比为66.39%，较上年末下降0.75个百分点；个人存款占比为33.57%，较上年末上升0.77个百

分点。活期存款占比为41.99%，较上年末下降1.28个百分点；定期存款占比为57.97%，较上年末上升1.30个百

分点。

（3）金融投资

报告期末，本集团金融投资净额为人民币32,295.1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236.69亿元，增幅7.44%。

（4）资产质量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人民币884.5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04.12亿元,增幅13.34%；不

良贷款率为1.59%，较上年末上升0.1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54.19%，较上年末下降17.58个百分点；拨备率

2.45%，较上年末下降0.08个百分点。

四、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衍生金融资产 39,755 20,937 89.88

本期市场波动较大， 导致衍生金融资

产估值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96 15,555 198.91

本期流动性充裕， 我行扩大资金运作

规模提高收益。

衍生金融负债 50,175 26,424 89.88

本期市场波动较大， 导致衍生金融负

债估值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0,737 106,858 (43.16)

本期流动性充裕， 我行缩窄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规模。

应付职工薪酬 4,607 11,118 (58.56) 本期支付2019年度员工奖金。

少数股东权益 11,427 7,665 49.08 本期子公司发行永续债。

损益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375) 1,255 (129.88)

本期市场波动较大，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减少。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收益/(损失) 1,254 (125) (1,103.20)

本期美元升值而同期美元贬值， 外汇

收益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218 102 113.73 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81 124 (34.68) 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85 52 63.46 本期捐赠支出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91 276 (67.03) 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946 (6,687) (2,237.67) 本期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1 14,290 34.37 本期子公司发行永续债。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20年3月， 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该事项尚待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于2020年1月16日、1月21日、2月10日、3月10

日刊载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的公告。

2.2020年3月，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向本行全资子公司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分次增加资本金，增

资总额不超过300亿港元。该事项尚待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于2020年1月16日、1月21日、

2月10日、3月10日刊载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的公

告。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任德奇

日期：2020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20-0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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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香港和北京召

开。本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任德奇董事长主持会议。出席会

议应到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4名。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

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同意2020年度超出行长

权限且在董事会权限内的对外捐赠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授权行长或其授

权代表具体审批使用。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具体事项请见本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廖宜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廖宜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廖宜建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廖宜建先生为

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委员。廖宜建先生的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须待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生效。

6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廖宜建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1。具体事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向东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向东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向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张向

东先生为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向东先生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须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

格后方可生效。

张向东先生任职资格获核准后，李健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6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张向东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请见附件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见附件5。具体

事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晓慧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晓慧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晓慧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李晓

慧女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李晓慧女士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须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

格后方可生效。

李晓慧女士任职资格获核准后，刘力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6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慧女士的简历请见附件3，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请见附件6，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见附件7。具体

事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七）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将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1.廖宜建先生简历

2.张向东先生简历

3.李晓慧女士简历

4.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张向东）

5.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张向东）

6.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李晓慧）

7.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李晓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1

廖宜建先生简历

廖宜建，男，1972年生，中国香港人。廖先生2016年9月至今担任汇丰集团总经理，2020年4月被任命为汇

丰环球银行亚太区主管，2015年4月任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2013年12月任汇丰中国环球银行及资本市

场总监（2014年3月同时担任汇丰中国副行长），2005年任汇丰中国地区司库，1997年加入汇丰。廖先生曾任

职于日本兴业银行（现为瑞穗国际）。廖先生1995年于伦敦大学获荣誉学士学位。

附件2

张向东先生简历

张向东，男，1957年生，中国国籍，高级经济师。张先生2011年7月至2018年6月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2004年11月至2010年6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05年4月至2010年6月任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2001年8月

至2004年11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副局长，国家外汇管理

局综合司副司长、巡视员，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兼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张先生1986年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毕业，1990年获

法学硕士学位。

附件3

李晓慧女士简历

李晓慧，女，1967年生，中国国籍，注册会计师。李女士2003年9月至今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2001年7月至2003年8月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标准部工作，1993年4月至1998年8月先后在沧

州会计师事务所、沧狮会计师事务所、河北省财政厅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李女士是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并

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李女士目前还担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冀中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女士曾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优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李女士2001年于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附件4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张向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5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向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向东

2020年4月28�日

附件6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李晓慧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7：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晓慧，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晓慧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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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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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下午在上海总行、北京（视频）、大

庆（视频）召开。本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10人，实到10人。部

分高管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鞠建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

鞠建东先生简历

鞠建东，1963年生，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财经

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鞠建东先生2018年11月至今兼任中粮肉食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

年3月至2017年9月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8月至2015年7月任清华大学经管学

院教授。2011年5月至2014年8月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学教授（终身聘任）。2009年6月、8月和2011年3

月任世界银行顾问。2007年6月至2009年8月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常驻学者。 鞠先生1995年5月于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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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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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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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17,988,69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113,302,8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904,685,8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04462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38249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6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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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奋健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庄尚标董事、王化成董事、辛定华董事、承文董事、路小蔷董事以电话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曹锡锐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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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9,071,431 99.940514 1,456,200 0.020472 2,775,184 0.039014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3,756,306 99.947214 1,457,200 0.018174 2,775,184 0.0346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分拆上市持续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

定》相关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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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9,056,931 99.940311 1,461,300 0.020543 2,784,584 0.039146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3,741,806 99.947033 1,462,300 0.018238 2,784,584 0.034729

3、议案名称：关于分拆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科创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

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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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307,331 99.929773 2,211,300 0.031086 2,784,184 0.039141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2,992,206 99.937684 2,212,300 0.027592 2,784,184 0.03472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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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9,103,431 99.940964 1,424,200 0.020022 2,775,184 0.039014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3,788,306 99.947613 1,425,200 0.017775 2,775,184 0.034612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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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9,088,931 99.940761 1,438,300 0.020219 2,775,584 0.039020

H股 904,615,875 99.992263 70,000 0.007737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3,704,806 99.946572 1,508,300 0.018811 2,775,584 0.034617

6、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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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9,056,931 99.940311 1,461,300 0.020543 2,784,584 0.039146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3,741,806 99.947033 1,462,300 0.018238 2,784,584 0.034729

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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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286,731 99.929483 2,231,500 0.031371 2,784,584 0.039146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2,971,606 99.937427 2,232,500 0.027844 2,784,584 0.034729

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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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306,931 99.929767 2,220,300 0.031213 2,775,584 0.039020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2,991,806 99.937679 2,221,300 0.027704 2,775,584 0.034617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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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306,931 99.929767 2,220,300 0.031213 2,775,584 0.039020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12,991,806 99.937679 2,221,300 0.027704 2,775,584 0.034617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铁建重工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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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307,331 99.929773 2,220,300 0.031213 2,775,184 0.039014

H股 904,684,875 99.999889 1,000 0.000111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8,012,992,206 99.937684 2,221,300 0.027704 2,775,184 0.03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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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铁建

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的议案

166,334,841 97.519213 1,456,200 0.853745 2,775,184 1.627042

2

关于公司所属

企业分拆上市

持续符合 《上

市公司分拆所

属子公司境内

上市试点若干

规定》 相关条

件的议案

166,320,341 97.510712 1,461,300 0.856735 2,784,584 1.632553

3

关于分拆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于科创板上市

有利于维护股

东和债权人合

法权益的议案

165,570,741 97.071235 2,211,300 1.296447 2,784,184 1.632318

4

关于公司保持

独立性及持续

经营能力的议

案

166,366,841 97.537974 1,424,200 0.834984 2,775,184 1.627042

5

关于中国铁建

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具备

相应的规范运

作能力的议案

166,352,341 97.529473 1,438,300 0.843251 2,775,584 1.627276

6

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司至科创

板上市符合相

关法律、 法规

规定的议案

166,320,341 97.510712 1,461,300 0.856735 2,784,584 1.632553

7

关于本次分拆

履行法定程序

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

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165,550,141 97.059158 2,231,500 1.308289 2,784,584 1.632553

8

关于本次分拆

目的、 商业合

理性、 必要性

及可行性分析

的议案

165,570,341 97.071000 2,220,300 1.301724 2,775,584 1.627276

9

关于审议 《中

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

拆所属子公司

中国铁建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至科创板

上 市 的 预 案

（修订稿）》的

议案

165,570,341 97.071000 2,220,300 1.301724 2,775,584 1.627276

10

关于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与

铁建重工在科

创板上市有关

事宜的议案

165,570,741 97.071235 2,220,300 1.301723 2,775,184 1.6270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东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经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雨微、李欲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

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