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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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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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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10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645,934,48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9,101,903,8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3,544,03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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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327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356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997625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

因此，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现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本行现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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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99,134,140 99.998535 1,037,207 0.000549 1,732,500 0.000916

H股 23,089,268,178 98.068460 130,813,755 0.555613 323,948,704 1.375927

普通股合计： 212,188,402,318 99.784839 131,850,962 0.062004 325,681,204 0.153157

2、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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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99,132,740 99.998535 1,038,707 0.000549 1,732,400 0.000916

H股 23,089,269,282 98.068464 130,812,651 0.555609 323,948,704 1.375927

普通股合计： 212,188,402,022 99.784838 131,851,358 0.062005 325,681,104 0.153157

3、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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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99,473,247 99.998715 698,300 0.000369 1,732,300 0.000916

H股 23,202,801,296 98.550676 17,280,637 0.073397 323,948,704 1.375927

普通股合计： 212,302,274,543 99.838389 17,978,937 0.008455 325,681,004 0.153156

4、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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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465,247 99.999768 383,800 0.000203 54,800 0.000029

H股 23,412,440,549 99.441089 1,095,884 0.004655 130,494,204 0.554256

普通股合计： 212,513,905,796 99.937911 1,479,684 0.000696 130,549,004 0.061393

5、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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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138,247 99.999595 703,800 0.000372 61,800 0.000033

H股 23,409,141,653 99.427078 1,094,780 0.004650 133,794,204 0.568272

普通股合计： 212,510,279,900 99.936206 1,798,580 0.000846 133,856,004 0.062948

6、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请本行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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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136,747 99.999594 705,300 0.000373 61,800 0.000033

H股 23,383,260,795 99.317152 19,553,884 0.083053 141,215,958 0.599795

普通股合计： 212,484,397,542 99.924035 20,259,184 0.009527 141,277,758 0.066438

7.0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肖立红女士和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7.01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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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38,078,504 99.966248 63,761,943 0.033718 63,400 0.000034

H股 19,357,272,285 82.217325 3,819,713,928 16.223705 367,044,424 1.558970

普通股合计： 208,395,350,789 98.001098 3,883,475,871 1.826264 367,107,824 0.172638

7.02审议批准选举肖立红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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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6,537,253 99.981298 35,303,194 0.018668 63,400 0.000034

H股 21,714,071,754 92.227504 1,462,542,941 6.211948 367,415,942 1.560548

普通股合计： 210,780,609,007 99.122802 1,497,846,135 0.704385 367,479,342 0.172813

7.03审议批准选举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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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5,944,853 99.980984 35,895,594 0.018982 63,400 0.000034

H股 21,471,149,713 91.195726 1,705,832,100 7.245285 367,048,824 1.558989

普通股合计： 210,537,094,566 99.008286 1,741,727,694 0.819074 367,112,224 0.172640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剑波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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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6,537,153 99.981298 35,303,194 0.018668 63,500 0.000034

H股 21,692,158,625 92.134431 1,484,820,188 6.306567 367,051,824 1.559002

普通股合计： 210,758,695,778 99.112497 1,520,123,382 0.714861 367,115,324 0.172642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19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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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092,637 99.999571 747,700 0.000395 63,510 0.000034

H股 23,359,536,933 99.216389 14,542,247 0.061766 169,951,457 0.721845

普通股合计： 212,460,629,570 99.912858 15,289,947 0.007190 170,014,967 0.079952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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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088,437 99.999569 757,600 0.000400 57,810 0.000031

H股 23,113,076,253 98.169581 297,161,980 1.262154 133,792,404 0.568265

普通股合计： 212,214,164,690 99.796954 297,919,580 0.140101 133,850,214 0.062945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债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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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140,737 99.999596 698,300 0.000370 64,810 0.000034

H股 23,412,432,549 99.441055 1,102,780 0.004684 130,495,308 0.554261

普通股合计： 212,513,573,286 99.937755 1,801,080 0.000847 130,560,118 0.061398

1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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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140,737 99.999596 698,300 0.000370 64,810 0.000034

H股 23,398,406,696 99.381483 15,119,533 0.064218 130,504,408 0.554299

普通股合计： 212,499,547,433 99.931159 15,817,833 0.007439 130,569,218 0.061402

1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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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1,135,237 99.999594 703,800 0.000372 64,810 0.000034

H股 23,398,407,396 99.381486 15,125,533 0.064243 130,497,708 0.554271

普通股合计： 212,499,542,633 99.931157 15,829,333 0.007444 130,562,518 0.061399

1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纬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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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6,757,453 99.981414 35,082,894 0.018552 63,500 0.000034

H股 21,856,791,915 92.833688 1,097,275,097 4.660523 589,963,625 2.505789

普通股合计： 210,923,549,368 99.190022 1,132,357,991 0.532509 590,027,125 0.27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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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审议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39,931,640 99.931508 383,800 0.059934 54,800 0.008558

6

审议批准聘请本行2020年度

外部审计师

639,603,140 99.880210 705,300 0.110139 61,800 0.009651

7.01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连任

本行非执行董事

576,544,897 90.033056 63,761,943 9.957043 63,400 0.009901

7.02

审议批准选举肖立红女士连

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605,003,646 94.477165 35,303,194 5.512934 63,400 0.009901

7.03

审议批准选举汪小亚女士连

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604,411,246 94.384656 35,895,594 5.605443 63,400 0.009901

8

审议批准选举陈剑波先生担

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605,003,546 94.477149 35,303,194 5.512935 63,500 0.009916

9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19年度

薪酬分配方案

639,559,030 99.873322 747,700 0.116760 63,510 0.009918

14

审议批准选举王纬先生担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605,223,846 94.511551 35,082,894 5.478533 63,500 0.0099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10、1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第11-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自2020年6月30日起，王纬先生就任本行执行董事，陈剑波先生就任本行非执行董事，董

事会由13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4名，前次股东大会审议选举的2名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任职资格正在核准中。

本行将向截至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行普通股股东派发2019年度

末期普通股股息，每10股派发人民币1.91元（税前）。 A股股息的发放时间预计为2020年7月15

日（星期三），H股股息的发放时间预计为2020年8月7日（星期五）。 有关向A股股东派发2019

年度股息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另行发布的2019年度A股派息实施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本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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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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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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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王纬先

生为本行执行董事。 王纬先生自2020年6月30日起就任本行执行董事，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王纬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至2023年召开的本行年

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本行董事会对王纬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王纬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2020年5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行执行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董事酬金，也不在本行附属机构领取酬金，而是依据其在本

行的具体管理职位取得相应报酬。 本行执行董事的薪酬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确定，本行董事会

人事和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每年的薪酬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 王纬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证券于中国内地、中

国香港地区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职务，与本行任何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没有在本行或其附属公司中担任其他任何职

务。 于本公告发布日期，王纬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其相联法团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定义）。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王纬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第13.51(2)条(h)至(v)中要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

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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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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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陈剑波

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陈剑波先生自2020年6月30日起就任本行非执行董事，同时担任本行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风险政策委员会委

员。 陈剑波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至2023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

止。 本行董事会对陈剑波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陈剑波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2020年4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行非执行董事（不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薪酬，其薪酬将由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 陈剑波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证券于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地区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职务，与本行任何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没有在本行或其附属公司中担任其他任何

职务。 于本公告发布日期，陈剑波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其相联法团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定义）。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陈剑波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第13.51(2)条(h)至(v)中要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

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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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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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0年6月30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2020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2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

所有董事和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亲自出席董事12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廖长江先生委托

独立非执行董事汪昌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

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2021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

赞成：13�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本行自2013年起，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安永华明” ）对

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提供审计服务，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简称“安永香港” ）对本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提供审计服务。 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金[2020]6号）要求，

2020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本行连续聘任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的年限将满8年。 本行已就会计

师事务所变更事宜与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达成一致意见。

董事会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2021年度国内审计师

及内部控制审计外部审计师，并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提供相关财务报表审计服务及提供内

部控制审计服务；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21年度国际审计师，并按照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8,900万元人民币，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为1,200万元人民币，合计10,100万元人民币。

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

boc.cn）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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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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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国

内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国内会

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简称“财政部” ）《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金[2020]6号，简称“财

政部管理办法” ）要求，2020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本行连续聘用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将满

8年，须进行变更。 本行已就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宜与原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原聘会

计师事务所对变更事宜无异议。

● 本行董事会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2021年度国

内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21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会

计师聘任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普华永道中天” ）前身为1993年3

月28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经批准于2000年6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经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号批准，于2013年1月18日转制为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为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4号楼22层、23层、25

层、26层，有执行证券服务业务的经验。

普华永道中天的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等” 。普

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H股企业

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2）人员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2019年12月31日合伙人人数为220人，从业人员人数

为9,804人。 普华永道中天2018年12月31日注册会计师为1,147人，2019年12月31日注册会计师

为1,261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1,000人。

（3）业务规模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2019年度业务收入为人民币56.5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3.3亿元。

2018年度，普华永道中天的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77家，上市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收费为人民币5.73亿元，资产均值为人民币11,453.28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及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具有丰

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以及良好投资者保护能力，并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

险，其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能依法承担因执业

过失而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3

年亦无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2.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1）基本信息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简称“罗兵咸永道” ）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合伙制会计师事

务所，其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 与普华永道中天同属普华永道国际有限公司的国际网络成员

所，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雪厂街5号太子大厦22楼，经营范围为审计鉴证业务、咨询业务、并购

业务、风险鉴证业务、税务咨询等。

（2）人员信息

罗兵咸永道的首席合伙人为赵柏基。 2019年12月31日罗兵咸永道合伙人数量超过100人，

从业人员总数超过2,500人。

（3）业务规模

罗兵咸永道2019年度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及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罗兵咸永道已投保职业责任保险，以覆盖因该事务所提供的专业服务而产生的风险。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罗兵咸永道不存在违反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 《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的要

求。 香港会计师公会每年对罗兵咸永道进行独立检查。 在最近三年对罗兵咸永道的审计业务

执业质量检查中，无任何处罚或需公开披露的负面发现。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何淑贞，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合伙人，1987年

起从事审计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

证券业务审计服务。 具有33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

外兼职。

拟任质量复核合伙人：周世强，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合伙人，1992年起从事审计业

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

服务。 具有28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拟任签字注册会计师：李丹，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普

华永道中天首席合伙人。 1993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和

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 具有27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

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拟任签字注册会计师：朱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合伙人，1994年起从事审计

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证券业务审

计服务。 具有26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2.项目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拟任项目合伙人、质量复核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3年亦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

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原则确定。

本行拟就2021年度母公司及集团整体审计项目向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支付的审计费

用为人民币10,100万元（其中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200万元），较2020年拟向原聘会计

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减少人民币4,213万元，同比降低29.43%。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安永华明” ）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

月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首

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

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自成立以来，安永华明已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设有19家分所。安

永华明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

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安永华明拥有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资格、从事H股企业审计资格，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US� PCAOB)注

册，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事务所之一，在证券业务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

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安永香港” ）为一家根据香港法律设立的合伙制事务所，由其

合伙人全资拥有。 安永香港自1976年起在中国香港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为众多

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 安永香港自成立之日起即为

安永全球网络的成员，与安永华明一样是独立的法律实体。 自2019年10月1日起，安永香港根

据香港《财务汇报局条例》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此外，安永香港经财政部批准取得在

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并是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US� PCAOB)和日

本金融厅(Japanes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本行自2013年起，聘请安永华明对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内部控

制提供审计服务， 聘请安永香港对本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提供审计服

务。 截至2019年度，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已连续为本行提供服务满7年。 本行已经续聘安永华

明和安永香港为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届时服务年限将满8年。 2019年度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下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梁成杰，连续签字1年；签字会计师张凡，连续签字1年。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及沟通情况

2020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本行连续聘用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将

满8年。 根据财政部管理办法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最长年限为8年，因此

2021年度本行须变更会计师。 本行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宜与原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原

聘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事宜无异议。 由于本行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尚需提交本行

股东大会批准，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一一前任注

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要求，适时积极做好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选聘工作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按照财政部管理办法要求，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落实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工

作。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

性以及诚信记录状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 认为其能够满足为本行提供审计服务的要求。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建议聘任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担任本行2021年

度会计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具备为本行提供审计服

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本次变更会计师的理由正当，不存在损害本行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2021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具备为本行提供审计服

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本次变更会计师的理由正当，不存在损害本行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聘任2021年会计师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2021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行董事会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批准2021年会计师聘任及

费用的议案》，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2021年度国内会

计师事务所，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21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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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20年6月30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潘英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潘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

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潘英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

裁及下属子公司洋浦方大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大连欣龙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等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日，潘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9,500股。潘英先生将

继续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

及公司董事会对潘英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

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未聘任新的董事会秘

书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副总裁李翔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董

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副总裁李翔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17层

联系电话：0898－67486937

传真：0898－68582799

电子邮箱：lixiang@xinlong-holding.com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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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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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鹏博士” ）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深圳市欣

鹏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鹏运” ）拟以现金方式认购171,887,400股。 深圳市云益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益晖” ）拟以现金方式认购85,943,600股。 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光一至” ）拟以现金

方式认购85,943,600股。 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以下合称为“各信息披露义务人” 。

●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由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实业” ）变更为欣

鹏运，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其中，欣鹏运拟以现金方式认购171,

887,400股，云益晖拟以现金方式认购85,943,600股，和光一至拟以现金方式认购85,943,600股。欣鹏运将通过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432,394,299股，欣鹏运未持有公司股票。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欣鹏运直

接持有公司171,887,400股，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由鹏博实业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仍为杨学平先生。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欣鹏运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成立日期 2014年9月10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1707388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从事担保业

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云益晖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云益晖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翠湖社区光明大街150号伟创业大厦703

成立日期 2019年10月17日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UXQW0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云计算产业、大数据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信及互联网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

3、和光一至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25号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一期B座310

成立日期 2020-04-28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5R2B4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物联网的技术研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不含限制性和禁止性的项目，涉及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编程；投资咨询；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外贸易。 （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4、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B座3楼311室

成立日期 1995年12月15日

注册资本 150,888.8889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399887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钢材的销售及

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广东省内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达苑” ）

企业名称 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B座3楼312室

成立日期 1998年07月20日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50111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3）杨学平

姓名 杨学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4196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是

住所及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B座3楼311室

联系电话 0755-83438896

4、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系欣鹏运、云益晖、和光一至

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5、变动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鹏博士任何权益的股份，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持有

鹏博士12.71%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鹏博士28.24%股份，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股）

股份

种类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增持后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股）

股份

种类

占总股本比例

欣鹏运 - - - 171,887,400 普通股 9.23%

云益晖 - - - 85,943,600 普通股 4.62%

和光一至 - - - 85,943,600 普通股 4.62%

中安国际 - - - 85,943,600 普通股 4.62%

鹏博实业 115,035,640 普通股 8.03% 115,035,640 普通股 6.18%

聚达苑 55,440,000 普通股 3.87% 55,440,000 普通股 2.98%

杨学平 11,562,719 普通股 0.81% 11,562,719 普通股 0.6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由鹏博实业变更为欣鹏运，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5、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投资者关

注上述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755� � � �证券简称：奥赛康 公告编号：2020-020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艾曲泊帕乙醇胺片上市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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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 ）下发的艾曲泊帕乙醇胺片新药上市

申请《受理通知书》。 现将艾曲泊帕乙醇胺片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艾曲泊帕乙醇胺片

剂型：片剂

注册分类：4类

申请事项：上市

申请人：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000421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艾曲泊帕乙醇胺片是诺华公司开发的一种非肽类血小板生成素受

体激动剂，2008年11月获得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对糖皮质激素、

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反应不佳的慢性免疫性 （特发性） 血小板减少症

（ITP）。它是首个治疗ITP的口服药物，给药更加方便，患者依从性高；明

显降低出血率，维持ITP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减少输血；美国批准的适应

症范围更广泛：除用于ITP成人，还批准用于一岁以上患儿。

原研艾曲泊帕乙醇胺片于2017年12月获批进入中国，商品名为瑞弗

兰。2019年瑞弗兰全球销售额为14.16亿美元。根据PDB数据库，国内样本

医院2019年销售额119万元。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完

成了临床生物等效性研究递交生产注册申请的企业。

二、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

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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