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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2018 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本行有关管理办法，依据董事长、执行董事 2018 年度

考核结果，现提出上述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一、董事长薪酬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人民币/税前 

姓名 职务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应付薪酬 

刘连舸 董事长 
11.03 13.82 24.85 

离任 

陈四清 董事长 
33.09 41.46 74.55 

1.自 2019 年 7 月 5 日起，刘连舸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 

2.自 2019 年 4 月 28 日起，陈四清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职务。 

 

二、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人民币/税前 

姓名 职务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应付薪酬 

林景臻 执行董事、 

副行长 
22.33 27.91 50.24 

离任 

高迎欣 执行董事、 

副行长 
2.48 3.10 5.58 

任德奇 执行董事、 

副行长 
14.89 18.60 33.49 

张青松 执行董事、 

副行长 
22.33 27.91 50.24 

3.自 2019 年 2 月 3 日起，林景臻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风险政策委员会委员。 

4.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起，高迎欣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风

险政策委员会委员及本行副行长。 

5.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任德奇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及本行副行长。 

6.自 2018 年 9 月 18 日起，张青松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风

险政策委员会委员及本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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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薪酬分配方案已经 2019 年 8 月 30 日董事会审议批准。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提案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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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2018 年度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本行有关管理办法，依据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 2018

年度考核结果，现提出上述人员 2018 年度薪酬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一、监事长薪酬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人民币/税前 

姓名 职务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应付薪酬 

王希全 监事长 33.09 41.46 74.55 

 

二、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人民币/税前 

姓名 职务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应付薪酬 

离任 

王学强 股东代表监事 15.12 35.17 50.29 

刘万明 股东代表监事 56.61 79.73 136.34 

1.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王学强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 

2.自 2019 年 5 月 18 日起，刘万明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 

 

按照规定，股东代表监事绩效年薪中 50%以上的绩效年薪根据以后年度经营

业绩情况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期限不少于 3 年。 

上述薪酬分配方案已经 2019 年 8 月 30 日监事会审议批准。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提案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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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完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完善本行公司治理机制，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建议将本行独立非执

行董事薪酬与其年度履职评价挂钩。 

具体挂钩方案为： 

在保持现行独立董事薪酬标准不变的基础上，将董事的薪酬发放与其年度履

职评价结果挂钩。独立非执行董事年度履职评价结果为不称职的，其实际获得的

薪酬为基本酬金与职务津贴总和的 70%。除此外，董事实际获得的薪酬为独立非

执行董事基本酬金与职务津贴总和的 100%。因新任职等原因未参加上一年度履

职评价的，按基本酬金与职务津贴总和的 100%发放。 

本行向独立非执行董事支付的薪酬税前水平为（单位均为人民币，下同）：

基本酬金 20 万元/人/年，担任风险政策委员会或审计委员会、企业文化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另附职务津贴 20 万元/人/年、担任其他专业委员会主席另附

职务津贴 10 万元/人/年，担任专业委员会委员另附职务津贴 5 万元/人/年。在多

个委员会任职的董事，其酬金可以累积计算。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提案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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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选举陈春花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结合董事会工作需

要，经本行 2019 年 8 月 30 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现建议股东大会选举陈春花女士

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陈春花女士简历如下： 

陈春花，1964 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 BiMBA 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兼任新加坡国立大

学商学院客座教授。于 2000 年至 2003 年期间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

长，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任华南

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执行院长，2006 年至 2016 年期间任广州市政府决策咨

询专家。目前担任华油能源（HK01251）非执行董事（2013 年至今）、广东威

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308）非执行董事（2013 年至今）。曾任招商基金管

理公司、威灵控股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顺德农商行独立董事、新

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云南白药控股公司董事。1986

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5 年获得南京大学

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 

陈春花女士致力于企业成长模式研究以及管理理论与实践价值挖掘研究，是

企业文化建设、客户管理等领域资深人士，在企业管理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

功底及丰富的实践经验。陈女士的加入，能够促进本行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将

为本行董事会带来更丰富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经验，促进董事会更好地监

督本行发展战略规划的推动实施。 

陈女士董事任期三年，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

起计算，至 2022 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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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按照本行股东大会批准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标准确定。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实际领取薪酬将根据履职评价结果确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于本议案日期，陈女士未于本行领取过任何薪酬，也没有

在本行或本行附属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陈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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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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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系。于本议案日期，陈

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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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陈女士的委任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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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它

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选举陈春花女士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

提。本次提名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规定，经考虑其过往履历、技能背景、知识、经

验、独立性及本行具体需求，由本行董事会提出，由董事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初

步审查，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在股东大会通过关于选举陈

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之后，本行将把陈女士的有关任职资格材料

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核。陈女士已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3.13 条的规定就其独立性向本行作出书面确认，董事

会亦认为陈女士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3.13 条的独

立指引，且根据指引条款乃为独立。有关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正本已报送有关监管机构。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提案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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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选举崔世平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结合董事会工作需

要，经本行 2019 年 10 月 16 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现建议股东大会选举崔世平先

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崔世平先生简历如下： 

崔世平先生，1960 年出生。现任澳门新域城市规划暨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董事长、澳中致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董事长，同时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澳门建筑置业商会副会长、澳

门工程顾问商会会长。1994 年任濠江青年商会会长。1999 年任国际青年商会中

国澳门总会会长。2002 年至 2015 年任澳门特区政府房屋估价常设委员会主席。

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产业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目前担任

澳门国际银行独立董事、澳门科学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崔世平先生为澳门特区

政府注册城市规划师、土木工程师，美国加州注册土木工程师及结构工程师（高

工级），1981 年获华盛顿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83 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土木工程硕士学位，2002 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崔世平先生具备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社会服务经验。崔先生的加入，能够

促进本行董事会成员进一步多元化，推动本行加快重点区域战略的深化实施。 

崔先生董事任期三年，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

起计算，至 2022 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按照本行股东大会批准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标准确定。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实际领取薪酬将根据履职评价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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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于本议案日期，崔先生未于本行领取过任何薪酬，也没有

在本行或本行附属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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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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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系。于本议案日期，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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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崔先生的委任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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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它

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选举崔世平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

提。本次提名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规定，经考虑其过往履历、技能背景、知识、经

验、独立性及本行具体需求，由本行董事会提出，由董事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初

步审查，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在股东大会通过关于选举崔

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之后，本行将把崔先生的有关任职资格材料

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核。崔先生已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3.13 条的规定就其独立性向本行作出书面确认，董事

会亦认为崔先生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3.13 条的独

立指引，且根据指引条款乃为独立。有关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正本已报送有关监管机构。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提案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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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各位股东： 

为积极履行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现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捐赠总额外，新增人民币 3,400万元

临时授权额度，授权董事会审批用于 2019 年对外捐赠，董事会可将上述权限转

授予高级管理层。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提案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