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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作出。 

 
茲載列中國民生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第五屆董事

會第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僅供參閱。 
 

 
特此公告 

 
中國民生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0年4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行執行董事為董文標、洪崎及梁玉堂；非執行董事為張宏偉、盧志強、劉永好、

王玉貴、陳建、黃晞、史玉柱、王航、王軍輝；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王聯章、王松奇、梁金泉、王

立華、秦榮生及韓建旻。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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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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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

文标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8 名，实到 18 名，其中现场出席 15 名，委托他人

出席 3 名。张宏伟董事、陈建董事书面委托董文标董事长代行表决权，刘永好董事书面委托

王航董事代行表决权。应到监事 8 人，实到 8 人列席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决议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会议同意以下分配预案：根据经审计

的公司 2009 年度会计报表，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120.09 亿元。2009 年初未

分配利润人民币 59.56 亿元，扣除期间支付 2008 年度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6 亿元后为人民币

44.5 亿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2009 年度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人民币

12.01 亿元；提取一般风险准备，计人民币 29 亿元。2009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余额为人

民币 123.58 亿元。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以及综合考虑监管机



 

 

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等因素，拟以本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A 股和 H 股总股本

22,262,277,489股为基数，向公司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派发股票股利和现金股利：

每 10 股派送红股 2 股，每 10 股现金分红人民币 0.50 元（含税），计送红股 4,452,455,498

股，计现金分红人民币 11.13 亿元。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

付，以港币向 H 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基准汇率折算。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公司 2009 年社会责任报告》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草案）》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行长工作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会议同意续聘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公

司，聘期一年，报酬总费用为人民币 760 万元（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服务费、提供专业服务过

程中涉及的其他费用、相关的营业税）。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

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

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

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六、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七、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八、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

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九、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一、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的决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二、关于制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决

议 

具体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三、关于我行发起设立綦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二十四、关于我行发起设立潼南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二十五、关于我行发起设立安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二十六、关于我行发起设立宜都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二十七、关于我行发起设立钟祥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二十八、关于我行发起设立江夏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二十九、关于我行发起设立蓬莱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三十、关于我行发起设立梅河口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三十一、关于我行发起设立长垣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三十二、关于我行发起设立资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航董事弃权，弃权理由：总体资本收益测算不明晰。 

 

三十三、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五年发展纲要》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十四、关于《2009 年风险管理工作年度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十五、关于《中国民生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十六、关于《中国民生银行 2010 年流动性风险控制指标》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十七、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声誉风险管理专题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十八、关于《中国民生银行 2009 年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年度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十九、关于《中国民生银行流动性风险应急计划》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十、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财务总监人员变动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财务总监人员变动的议案》。会议同意吴透红女士辞去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并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聘任中国民生

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段青山先生为中国民生银行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段青山先生的任职资格将报请监管部门审核。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十一、关于对联想控股有限公司集团统一关联授信的决议 

详见临 2010-005 号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该议案相关的 1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十二、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召

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题如下： 

1、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2、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审议并批准本公司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 

8、审议并批准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9、审议并批准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10、审议并批准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11、审议并批准对联想控股有限公司集团统一关联授信。 

12、审议并批准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 

会议将向股东大会汇报以下事项： 

13、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项另行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