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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股東大會及2020年度第一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
及

派發2019年度末期股息

茲提述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均為2020年4月29日的2019年度股東
大會（「年度股東大會」）通函（「通函」）及通告、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
會（「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及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
會（「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與
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合稱「類別股東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行已於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下午2時於中國浙江杭州下城區環城西路2號蝶
來望湖賓館舉行年度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的
召集及召開符合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香港上市規則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年度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年度股東大會

於年度股東大會召開當日，本行已發行的普通股股份總數為21,268,696,778股，包
括16,714,696,778股A股及4,554,000,000股H股，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年度股東大
會之股份總數。根據公司章程，股東質押本行股份數量達到或超過其持有本行股
份數量的50%或在本行授信逾期時，須對其在年度股東大會的表決權進行限制。
據此統計，本行此次受限制的股份數目合計為4,463,806,282股A股。除此之外，
概無限制其他任何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就提呈之決議案進行投票的情況。股東
及其股東代理人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詳情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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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及其股東代理人總人數 159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57
   H股股東人數 2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普通股股份總數（股份數） 10,044,058,331

其中：參與投票的A股股東持有普通股股份總數（股份數） 7,960,850,331
   參與投票的H股股東持有普通股股份總數（股份數） 2,083,208,000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普通股股份數佔
 本行有表決權普通股股份總數的比例(%)

59.7687

其中：參與投票的A股股東持股佔普通股股份總數的比例（%） 47.3723
   參與投票的H股股東持股佔普通股股份總數的比例（%） 12.3964

除本公告另有披露外，經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得資料及所信，概
無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審議的事宜上擁有重大利益，並須於年度股東大會上放棄
投票。概無本行股份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載列賦予股東權利出席年度股
東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就於年度
股東大會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就於年度股東大會
提呈之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年度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及召開，由董事長沈仁康先生主持。年度股東大會以
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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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決議案已由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彼等股東代理人）以投票表決方式
審議通過，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年度股東大會上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比例

贊成 反對 棄權
1.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工作報告 10,040,197,648

(99.9616%)
3,628,783
(0.0361%)

231,900
(0.0023%)

2.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工作報告 10,040,199,048
(99.9616%)

3,628,783
(0.0361%)

230,500
(0.0023%)

3.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報告及摘要（國內準則及國際準則） 10,040,211,648
(99.9617%)

3,539,483
(0.0352%)

307,200
(0.0031%)

4. 浙商銀行2019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10,040,208,048
(99.9617%)

3,426,783
(0.0341%)

423,500
(0.0042%)

5. 浙商銀行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10,040,961,248
(99.9692%)

2,888,583
(0.0288%)

208,500
(0.0021%)

6. 浙商銀行2020年度財務預算報告 10,040,211,948
(99.9617%)

3,417,183
(0.0340%)

429,200
(0.0043%)

7. 關於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10,040,435,248
(99.9639%)

3,391,183
(0.0338%)

231,900
(0.0023%)

8. 關於選舉王建先生為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的議案

10,040,196,648
(99.9616%)

3,624,783
(0.0361%)

236,900
(0.0024%)

9. 關於選舉任志祥先生為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非執行董
事的議案

10,040,126,948
(99.9609%)

3,694,483
(0.0368%)

236,900
(0.0024%)

10. 關於選舉汪煒先生為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議案

10,040,136,948
(99.9610%)

1,481,683
(0.0148%)

2,439,700
(0.0243%)

11. 浙商銀行2019年度募集資金存放與實際使用情況專項報告及鑒證報告 10,040,201,648
(99.9616%)

3,423,183
(0.0341%)

433,500
(0.0043%)

12. 關於浙商銀行2019年度關聯交易管理制度執行及關聯交易情況的報告 10,040,201,648
(99.9616%)

3,423,183
(0.0341%)

433,500
(0.0043%)

13. 關於浙商銀行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額度的議案 2,086,549,336
(99.8157%)

3,415,583
(0.1634%)

437,100
(0.0209%)

14. 關於修訂《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10,040,199,648
(99.9616%)

3,425,183
(0.0341%)

433,500
(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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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年度股東大會上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比例

贊成 反對 棄權
15. 關於修訂《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10,040,200,648

(99.9616%)
3,424,183
(0.0341%)

433,500
(0.0043%)

16. 關於修訂《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10,040,191,648
(99.9615%)

3,433,183
(0.0342%)

433,500
(0.0043%)

特別決議案
票數及佔年度股東大會上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比例

贊成 反對 棄權
17. 關於修訂《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議案 10,040,207,648

(99.9617%)
3,417,183
(0.0340%)

433,500
(0.0043%)

註：

(1) 年度股東大會中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第13項普通決議案，關聯股東共18家。其中，於
年度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關聯股東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浙江能源國際有限公司、浙能資本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海港投資運營集團有限公司、浙
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團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
逸石化有限公司、橫店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廣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浙江省東陽第三建築
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廣廈股份有限公司、民生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國輕紡城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紹興市柯橋區開發經營集團有限公司、浙江永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浙
江日發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合計持有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7,953,656,312股，均已迴避表
決。

由於上述第1項至第16項普通決議案獲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數通過，因此該等普通
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由於上述第17項特別決議案獲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通過，
因此該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

於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召開當日，本行已發行的A股股份總數為
16,714,696,778股，即賦予A股股東權利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之
A股股份總數。根據公司章程，股東質押本行股份數量達到或超過其持有本行股份
數量的50%或在本行授信逾期時，須對其在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的
表決權進行限制。據此統計，本行此次受限制的股份數目合計為4,463,806,282股A
股。除此之外，概無限制其他任何A股股東於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
就提呈之特別決議案進行投票的情況。A股股東及其股東代理人出席2020年度第一
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詳情如下表所示：

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的A股股東及
 其股東代理人總人數

157

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的A股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A股股份總數（股份數）

7,960,850,331

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的A股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A股股份數佔本行有表決權A股股份總數的比例(%)

64.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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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得資料及所信，概無A股股東於2020年度
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的事宜上擁有重大利益，並須於2020年度第一次A
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本行A股股份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
載列賦予A股股東權利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特別決
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A股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就於2020年度第一次A股
類別股東大會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A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就於
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及召開，由董事長沈仁康先生主
持。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下列特別決議案已由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的A股股東（包括彼等
股東代理人）以投票表決方式審議通過，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及佔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比例

贊成 反對 棄權

1. 關於修訂《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議案 7,956,991,648
(99.9516%)

3,425,183
(0.0429%)

433,500
(0.0054%)

由於上述第1項特別決議案獲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通過，因此該特別決議案獲正
式通過。

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

於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召開當日，本行已發行的H股股份總數為
4,554,000,000股，即賦予H股股東權利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
於會上就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投票之H股股份總數。H股股東及其股東代理人出席
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詳情如下表所示：

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H股股東及
 其股東代理人總人數

2

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H股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H股股份總數（股份數）

2,083,208,000

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H股股東所持有
 表決權H股股份數佔本行有表決權H股股份總數的比例(%)

45.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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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得資料及所信，概無H股股東於2020年度
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的事宜上擁有重大利益，並須於2020年度第一次H
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本行H股股份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
載列賦予H股股東權利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特別決
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H股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就於2020年度第一次H股
類別股東大會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H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就於
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及召開，由董事長沈仁康先生主
持。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下列特別決議案已由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H股股東（包括彼等
股東代理人）以投票表決方式審議通過，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及佔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比例

贊成 反對 棄權

1. 關於修訂《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議案 2,083,208,000
(100%)

0
(0%)

0
(0%)

由於上述第1項特別決議案獲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通過，因此該特別決議案獲正
式通過。

投票監察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被本行委任為年度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的監票
人。本行的中國法律顧問浙江天冊律師事務所、本行的兩位股東代表及一位監事
代表參與計票和監票。本行的中國法律顧問浙江天冊律師事務所對年度股東大會
及類別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依法進行見證，並認為相關會
議均符合有關法律及法規、規範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派發2019年度末期股息

由於年度股東大會第5項有關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之普通決議案已獲批准通
過，董事會欣然宣佈以下有關派發2019年度現金股息予股東的詳情：



7

本行將派發2019年度現金股息共計約人民幣51.04億元，每10股派發人民幣2.4元
（含稅）。本行所派2019年度末期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和宣派，A股股東以人民幣
支付，H股股東以等值港幣支付，港幣兌人民幣匯率將按照本行年度股東大會召
開日（即2020年6月16日）前七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
平均匯率中間價計算。據此，每股H股的應付2019年度末期股息金額為0.262703
港元（含稅）。

2019年度末期股息預計將於2020年8月11日派發予H股股東。

為釐定有權獲取2019年度末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行將於2020年7月2日（星
期四）至2020年7月7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該期間不會辦理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本行尚未登記的H股股東如欲獲派
2019年末期股息，須於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將有關股票連同
股份過戶文件送交本行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於2020年7月7日（星期二）
名列本行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將有權收取2019年末期股息。

本行已委任農銀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將向該收款
代理人支付所宣派的末期股息，供派付予H股股東。2019年度末期股息將由收款
代理人支付，有關支票憑證將由本行的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於2020年8月11日（星期二），以平郵方式寄予於登記日（即2020年7月7日）名列
本行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而郵遞風險由彼等承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2018修訂）》及其實施條例（2019修訂），本
行於向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分派股息前須按10%的稅率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

根據《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
函[2011]348號），本行須為H股個人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澳門居民及其他與中國訂立10%稅率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
區的居民，本行將按10%的稅率為該等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訂立低於10%稅率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的居民，本行將
按10%的稅率為該等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倘該等股東要求退還超出稅收協
議項下應繳個人所得稅的金額，本行可根據相關稅收協議代為辦理享受有關稅收
協議待遇的申請，但股東須及時根據《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管理辦法》（國
家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35號）及相關稅收協定的要求提供相關文件和資料。經
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行將協助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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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訂立高於10%但低於20%稅率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的居
民，本行將按該等稅收協議規定的適用稅率為該等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訂立20%稅率稅收協議或未與中國訂立任何稅收協議的國
家或地區及其他情況的居民，本行將按20%的稅率為該等股東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

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聯交
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由本行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
在國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
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聯交
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參照個人投資者徵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
港通、深港通投資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入其收入總額，依法
計徵企業所得稅。本行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
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如本行H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持有及出
售本行H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關於本行A股股東2019年度末期股息派發的安排及有關事項，本行將適時公佈。

選舉第五屆董事會董事

股東已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審議及批准選舉王建先生及任志祥先生為第五屆董事會
非執行董事，汪煒先生為第五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各獲選董事的簡歷已於
通函披露。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該等信息並無重大變化。

任期將自獲年度股東大會批准及中國銀保監會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生效直至第
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止。根據擬訂立的服務合約，王建先生及任志祥先生不會
從本行領取任何薪酬，汪煒先生就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自本行領取的薪酬將根據
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進行核定和發放。

除通函及本公告所披露外，王建先生、任志祥先生及汪煒先生並無出任本行及本
行附屬公司任何其他職位或在過去三年內出任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通函及本公告所披露外，王建先生、任志祥先生及汪煒先生與本行任何董事、
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概無關係。於
本公告日期，王建先生、任志祥先生及汪煒先生並無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行股份之任何權益。



9

除通函及本公告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
予以披露，而本行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股東。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仁康
董事長

中國，杭州
2020年6月16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沈仁康先生及徐仁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黃志明先生、韋東良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朱瑋明先生及樓婷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童本立先生、袁放先生、戴德明先生、廖柏偉先生、鄭金都先
生、周志方先生及王國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