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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3-0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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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在香港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

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9 名，王洪章董事长委托张建国副董事长代为出席

并表决，李晓玲董事委托董轼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伊琳‧若诗董事委

托黄启民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 2012 年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摘要和业绩公告的议案（含

董事会报告、财务决算）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决议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的

董事会报告、财务决算（财务报告）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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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行 2012 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以本行 2012 年税后利润人民币 1914.22 亿元为基数，按 10％的

比例提取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191.42 亿元； 

2.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

[2012]20 号），2012 年全年计提一般准备金人民币 710.68 亿元； 

3.以本行 2012 年税后利润人民币 1914.22 亿元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名列股东名册的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670.03 亿元，每股现金股息为人民币 0.268 元（含税），派息总额占

2012 年本行全年税后利润的比例为 35％； 

4.2012 年度，本行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三、关于聘用 2013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建议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及境内主要子公司

2013 年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聘用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及

境外子公司 2013 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含内控审计费用）。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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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请参

见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内容。 

 

五、关于 2013 年度内部审计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弃权 0 票。 

 

六、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落实监管要求，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的有关规定，本行对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七、关于 2015 年底前新增发行不超过 600 亿元人民币等值减记型

合格资本工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同意本行在取得股东大会、中国银监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

条件下，按照下列条款和条件发行合格资本工具：  

（1）发行总额：不超过 600 亿元人民币等值； 

（2）工具类型：包括减记型合格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不包括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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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3）发行市场：包括境内外市场； 

（4）期限：不少于 5 年期； 

（5）损失吸收方式：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采用减

记方式吸收损失； 

（6）发行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充实本行其他一级或二级资本； 

（8）决议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合格资本工具发行之日

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2.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届时根据相关部门颁

布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审批要求，决定并办理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发

行的其他条款和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触发事件发生时，减记型

合格资本工具能够立即按照约定进行减记。前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授权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合格资本工具发行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 2012 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有关监管要求，本行持续完善资本管理制度建设，积极深化

资本精细化管理，不断压缩低效资本占用，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

足率保持同业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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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澳门地区机构设置及业务模式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同意本行于澳门设立一家全牌照分行； 

2.同意本行根据实际情况，于澳门分行成立后适时注销建行澳门

的银行牌照。 

 

十、关于在新西兰设立子银行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本行于新西兰奥克兰市设立子银行，初期资本金投入为 5,000

万美元。 

 

十一、关于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增资 30 亿元人民币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本行向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增加 30 亿元人民币资

本金。 

 

十二、关于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请参见登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内容。 

 

十三、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2013 年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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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分配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

薪酬分配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提名张建国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2.提名赵锡军先生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3.提名陈远玲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4.提名朱洪波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5.提名胡哲一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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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名钟瑞明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7.提名梁高美懿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8.提名维姆·科克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9.提名莫里•洪恩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10.提名徐铁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11.提名齐守印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以上董事候选人的任职将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逐

一表决，有关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声明详见本行 2012 年度股

东大会通知。连选连任的董事将自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继续履职，新任董事将在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中国

银监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履职，任期至本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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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保证本行董事会正

常履行职责，在中国银监会核准新任董事任职资格之前，任志刚先生、

詹妮·希普利爵士和黄启民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职责，王勇先生、朱振民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的职责。以上董事安排将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行董事的薪酬将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

薪酬分配暂行办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外部

监事津贴管理办法》确定。在每年年终后，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将拟订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各位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1。除简历所披露内容之

外，各位董事候选人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

控股股东没有其它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期，梁高美懿女士持有本

行 100,000 股 H 股。除上述以外，梁高美懿女士没有持有依据证券及

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V 部所定义之任何其它本行股份

权益；且其它各位董事候选人没有持有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

例第 571 章）第 XV 部所定义之任何本行股份权益。各位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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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条至第 13.51(2)(v)条须予以披露的资料，没有且过去亦未曾参与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条至第

13.51(2)(v)条须予以披露的事项；除简历所披露内容外，各位董事候

选人在过去三年中未在其它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亦未在本集团成

员中担任其它职务，没有其它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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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关于聘任章更生先生为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决议聘任章更生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章更生先生将于中国

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后履职。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章更生先生，52 岁，自 2010 年 12 月起出任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

章先生自 2006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本行集团客户部总经理兼北

京市分行副行长；2004 年 3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营业部、

集团客户部总经理；2000 年 6 月至 2004 年 3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营业

部副总经理并于 2003 年 3 月主持工作；1998 年 9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

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行长；1996 年 12 月至 1998 年 9 月任中国建设

银行三峡分行副行长。章先生是高级经济师，1984 年辽宁财经学院基

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大学本科毕业，2010 年获北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十七、关于修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意见稿》

（具体修订内容请见本公告附件 2）。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有关监管机构的意见对上述文件的修改意见作进一步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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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决议于 2013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召开本行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本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1：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2：章程修订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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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建国先生简历 

张建国先生，58 岁，自 2006 年 10 月起出任本行副董事长、执行

董事，2006 年 7 月起出任本行行长。张先生自 2004 年 5 月至 2006 年

7 月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 5 月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1984 年 9 月至 2001 年 9

月，张先生于中国工商银行历任多个职位，包括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天津分行副行长等，并曾于 1987 年 11 月至 1988 年 12 月期

间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及瑞尔森理工学院进修国际金融业务。张先

生 1982 年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大学本科毕业，1995 年获天津财经学

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赵锡军先生简历 

赵锡军先生，49 岁，自 2010 年 8 月起出任本行董事。赵先生现

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先生自 2001 年至 2005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1995 年至 2001 年任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主任；1994 年至 1995 年任证监会国际部研究

员。赵先生现兼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许昌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北京盖特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赵先生曾

于 1989 年至 1990 年在加拿大 University of Sherbrooke 和 McGill 

University、1995 年至 1996 年在荷兰 Nijenrode University 任访问学者。

赵先生 1985 年武汉大学科技法语专业大学本科毕业，1987 年中国人

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研究生毕业，1999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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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玲女士简历 

陈远玲女士，49 岁，自 2010 年 8 月起出任本行非执行董事。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5 年 5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2002 年 5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5 月任

华夏证券公司法律部高级经理。陈远玲女士为一级律师，1985 年北京

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2000 年吉林大学商学院会计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班毕业。陈女士现为本行主要股东汇金公司的职员。 

 

朱洪波先生简历 

朱洪波先生，50 岁，自 2012 年 2 月起出任本行副行长。朱先生

自 2011 年 12 月起任本行纪委书记；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纪委书记；2008 年 4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纪委书记；2006 年 6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中国农业

银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兼北京市分行行长；199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6 月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海南省分行行长、江

苏省分行行长、北京市分行行长。朱先生是高级经济师，1983 年中央

财政金融学院金融专业大学本科毕业，2008 年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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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哲一先生简历 

胡哲一先生，58 岁，自 2009 年 3 月出任本行副行长。胡先生自

2008 年 12 月起任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自 2004 年 9 月起至 2008 年

12 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1998 年 10 月至 2004 年

9 月在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工作，历任处长、副司长等职务；

1992 年 3 月至 1998 年 9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历任副处长、

处长。胡先生 1982 年华南理工大学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大学本科

毕业，1988 年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1992 年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钟瑞明先生简历 

钟瑞明先生，61 岁，现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

司、美丽华酒店企业有限公司、旭日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海外宏洋集团有限公司、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和中国

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钟先生自 2006 年至 2012 年任

中国光大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钟先生曾在多家公司及公共机构任职，

包括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世茂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香港房

屋协会主席、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特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行

政总裁、玖尨纸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等。1979 年至 1983

年，任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主任。钟先生是香港会计师公会资

深会员，1976 年获香港大学理学士，1987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钟先生 1998 年获任香港特区政府太平绅士，2000 年获授香港

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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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高美懿女士简历 

梁高美懿女士，60 岁，现任医院管理局大会成员及财务委员会成

员，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员薪

津独立委员会成员，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以

及银行业复核审裁处成员。梁女士亦为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及财

务委员会成员、香港浸会大学咨议会成员，以及香港公益金执行委员

会主席。梁女士为第一太平有限公司、利丰有限公司及新鸿基地产独

立非执行董事。梁女士于 2012 年 6 月从汇丰集团退休前，曾任恒生银

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属下若干附属公司董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董事及汇丰控股集团总经理。梁女士曾任恒生管理学院及恒生商学

书院校董会主席，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投资委员会

主席，太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常务董事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梁女士为香港大学经济、会计及工商管理学士。梁女士获

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及颁授为太平绅士。 

 

维姆·科克先生简历 

维姆·科克先生，74 岁，1994 年至 2002 年，连续两届任荷兰首

相。2003 年，获任荷兰国务部长。1986 年至 2002 年，任荷兰工党领

袖。1989 年至 1994 年，任荷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979 年至 1982

年，任欧洲工会联合会总裁。1973 年至 1985 年，任荷兰工会联合会

总裁。自 2010 年 1 月起，维姆·科克先生出任由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

脑组成的马德里俱乐部主席。2004 年，牵头高层顾问团，向欧洲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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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振兴欧洲经济、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提供咨询。2002 年卸

任荷兰首相后，维姆·科克先生曾在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荷兰国际集

团、荷兰 TNT 快递公司、荷兰邮政集团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等多家大

型国际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维姆·科克先生还在多家非营利性机构

任职，包括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受托人理事会主席、国际危机集团受

托人理事会成员以及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成员。维姆·科克先生毕业

于荷兰奈恩洛德商学院。 

 

莫里•洪恩先生简历 

莫里·洪恩先生，59 岁，现任新西兰电信公司董事、新西兰国家

健康委员会及健康创新中心董事长。莫里·洪恩先生亦在政府机构及

多家企业担任顾问。莫里·洪恩先生在新西兰及其他地区公共机构担

任的职位包括新西兰商界圆桌会董事长、新西兰旅游局董事会成员、

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董事会成员以及三边关系委员会成员。莫里·洪

恩先生曾任新西兰澳新银行董事总经理，以及澳新银行（澳大利亚）

全球机构银行业务负责人。1993 年至 1997 年，莫里·洪恩先生任新

西兰国库部长。莫里·洪恩先生获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与政府专业博

士学位，林肯大学商务硕士学位及（与农业相关的）商务学士学位，

并于 2000 年获林肯大学 Bledisloe 奖章。 

 

徐铁先生简历 

徐铁先生，59 岁，自 2008 年 9 月起担任山东证监局局长。2001

年 1 月至 2008 年 9 月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199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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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2000年12月担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1992年2月至1998

年 12 月担任贵州省体改委处长、副主任；1990 年 1 月至 1992 年 1 月

担任务川县委副书记；1983 年 5 月至 1989 年 12 月担任贵州省政府经

济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徐先生 1976 年 7 月获得中山大学哲学学士学

位。 

 

齐守印先生简历 

齐守印先生，61 岁，2003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担任河北省财政

厅厅长；1995 年 8 月至 2003 年 1 月担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1986

年至 1995 年先后担任河北省财政厅财政科研所主任科员、副所长、所

长、预算处处长。齐守印先生 1976 年 7 月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1986

年 7 月获四川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 年 12 月获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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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章程修订意见稿 

 

序号 现行条文 修订后条文 

1.  第一条第二款  银行经国务院同意并由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

[2004]143号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

于2004年9月17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银行的

营业执照号码为：1000001003912。 

第一条第二款  银行经国务院同意并由中

国 银 行 业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银 监 复

[2004]143号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于

2004年9月17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银行的营业执

照 号 码 为 ：

1000001003912100000000039122。 

2.  第九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通过： 

(一)银行增、减股本和发行任何种类股

票、认股证和其他类似证券； 

(二)购回银行股票； 

(三)发行银行可转换债券； 

(四)发行银行次级债券； 

(五)发行公司债券； 

(六)银行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七)银行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

或者担保金额超过银行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八)股权激励计划； 

(九)本章程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修订； 

(十)除银行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与

董事、监事、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人订立将银行全部或者重要业务

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九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 

(一)银行增、减股本和发行任何种类股票、

认股证和其他类似证券； 

(二)购回银行股票； 

(三)发行银行可转换债券； 

(四)发行银行次级债券； 

(五)发行公司债券； 

(六)银行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七)银行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

者担保金额超过银行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百分之三十的； 

(八)股权激励计划； 

(九)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十)本章程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修订； 

(十)（十一）除银行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

外，与董事、监事、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银行全部或者重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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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现行条文 修订后条文 

(十一)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认为会

对银行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十一)（十二）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认为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

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3.  第一百四十四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银行

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发表意见时，尤其应当就以

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意见：

(一)重大关联交易； 

(二)提名、任免董事； 

(三)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四)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五)利润分配方案； 

(六)银行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对银行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银行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本净额的百分之一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银行是否

采取有效措施回收前述欠款； 

(七)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

益的事项； 

(八)独立董事认为可能造成银行重大损

失的事项； 

(九)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四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银行讨

论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在发表意见时，尤其应当就以下事项

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意见： 

(一)重大关联交易； 

(二)提名、任免董事； 

(三)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四)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五)利润分配方案和利润分配政策的调

整； 

(六)银行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对银行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银行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资本净额的百分之一的借款

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银行是否采取有效

措施回收前述欠款； 

(七)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

的事项； 

(八)独立董事认为可能造成银行重大损失

的事项； 

(九)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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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现行条文 修订后条文 

4.  第二百三十五条  银行可以下列形式分

配股息： 

（一）现金； 

（二）股票。 

银行的利润分配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

回报。银行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 

第二百三十五条  银行可以下列形式分配

股息： 

（一）现金； 

（二）股票； 

（三）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银行的利润分配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

报。银行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同时兼顾银行的长远利益、全体

股东的整体利益及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银

行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银行可以进行中期利润

分配。 

除特殊情况外，银行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银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该会计年度集团口径下归属银行股

东净利润的10%。特殊情况包括：（一）一

般准备、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未达到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要求；

（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

部门采取监管措施限制银行分红；（三）法

律、法规、规章及银行股票上市地证券监

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所规定的不适合分红的

其他情形。 

如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银行外部经

营环境变化并对银行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银行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银

行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银行调整

利润分配政策时，董事会应做专题论述，

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事项

时，银行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