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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況

現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現任董事
姓名 出生年份 性別 職務 董事任期
劉連舸 1961年 男 董事長 2018年10月起至2024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劉　金 1967年 男 副董事長、行長 2021年6月起至2024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王　緯 1963年 男 執行董事、副行長 2020年6月起至2023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林景臻 1965年 男 執行董事、副行長 2019年2月起至2024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肖立紅 1965年 女 非執行董事 2017年8月起至2023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汪小亞 1964年 女 非執行董事 2017年8月起至2023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張建剛 1973年 男 非執行董事 2019年7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陳劍波 1963年 男 非執行董事 2020年6月起至2023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汪昌雲 1964年 男 獨立董事 2016年8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趙安吉 1973年 女 獨立董事 2017年1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姜國華 1971年 男 獨立董事 2018年12月起至2024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廖長江 1957年 男 獨立董事 2019年9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陳春花 1964年 女 獨立董事 2020年7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崔世平 1960年 男 獨立董事 2020年9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現任監事
姓名 出生年份 性別 職務 監事任期
張克秋 1964年 女 監事長 2021年1月起至2024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魏晗光 1971年 女 職工監事 2021年11月起至2024年職工代表會議之日止
周和華 1975年 男 職工監事 2021年11月起至2024年職工代表會議之日止
冷　杰 1963年 男 職工監事 2018年12月起至2024年職工代表會議之日止
賈祥森 1955年 男 外部監事 2019年5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鄭之光 1953年 男 外部監事 2019年5月起至2022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惠　平 1960年 男 外部監事 2022年2月起至2025年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日止
現任高級管理人員
姓名 出生年份 性別 職務 高級管理人員任期
劉　金 1967年 男 副董事長、行長 2021年4月起
王　緯 1963年 男 執行董事、副行長 2019年12月起
林景臻 1965年 男 執行董事、副行長 2018年3月起
陳懷宇 1970年 男 副行長 2021年4月起
王志恒 1973年 男 副行長 2021年8月起
劉堅東 1969年 男 風險總監 2019年2月起
卓成文 1970年 男 總審計師 2021年5月起
梅非奇 1962年 男 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2018年3月起任公司秘書，2018年4月起任董事會秘書

      

註：本行現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均未持有本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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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姓名 出生年份 性別 離任前職務 任職期間
王　江 1963年 男 副董事長、行長 2020年1月起至2021年2月止
趙　杰 1962年 男 非執行董事 2017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
王希全 1960年 男 監事長 2016年11月起至2021年1月止
王志恒 1973年 男 職工監事 2018年12月起至2021年6月止
李常林 1962年 男 職工監事 2018年12月起至2021年11月止
鄭國雨 1967年 男 副行長 2019年5月起至2021年9月止
劉秋萬 1961年 男 首席信息官 2018年6月起至2021年10月止

     

註：

1 上述已離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任職期間內均未持有本行股份。

2 王江先生作為本行原執行董事的任期載於上表，其作為本行原行長的任期始於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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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已支付薪酬情況
    

2021年從本行獲得的稅前報酬情況（萬元人民幣）

姓名 職務 已支付薪酬

社會保險、
企業年金、
補充醫療

保險及住房
公積金的單位

繳存部份
其他

貨幣性收入 合計

是否在股東
單位或其他

關聯方
領取薪酬

現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劉連舸 董事長 61.94 20.15 – 82.09 否
劉　金 副董事長、行長 46.45 15.13 – 61.58 否
王　緯 執行董事、副行長 55.74 19.50 – 75.24 否
林景臻 執行董事、副行長 55.74 19.49 – 75.23 否
肖立紅 非執行董事 – – – – 是
汪小亞 非執行董事 – – – – 是
張建剛 非執行董事 – – – – 是
陳劍波 非執行董事 – – – – 是
汪昌雲 獨立董事 60.00 – – 60.00 是
趙安吉 獨立董事 45.00 – – 45.00 是
姜國華 獨立董事 60.00 – – 60.00 是
廖長江 獨立董事 45.00 – – 45.00 是
陳春花 獨立董事 50.00 – – 50.00 是
崔世平 獨立董事 45.00 – – 45.00 是
張克秋 監事長 61.94 20.15 – 82.09 否
魏晗光 職工監事 0.83 – – 0.83 否
周和華 職工監事 0.83 – – 0.83 否
冷　杰 職工監事 5.00 – – 5.00 否
賈祥森 外部監事 26.00 – – 26.00 否
鄭之光 外部監事 26.00 – – 26.00 否
惠　平 外部監事 – – – – –
陳懷宇 副行長 41.81 14.64 – 56.45 否
王志恒 副行長 23.23 8.16 – 31.39 否
劉堅東 風險總監 97.84 21.67 2.00 121.51 否
卓成文 總審計師 65.22 14.49 1.40 81.11 否
梅非奇 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93.17 21.67 5.42 120.26 否
離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王　江 副董事長、行長 5.16 1.67 – 6.83 否
趙　杰 非執行董事 – – – – 是
王希全 監事長 5.16 1.67 – 6.83 否
王志恒 職工監事 2.50 – – 2.50 否
李常林 職工監事 4.58 – – 4.58 否
鄭國雨 副行長 37.16 12.97 – 50.13 否
劉秋萬 首席信息官 81.53 18.03 2.00 101.5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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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本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的薪酬，按照國家有關中央管
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執行。

2 本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執行董事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2021年度最終薪酬仍在確認過程中，本行將另行發佈公告披
露。

3 本行為同時是本行員工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供報酬，包括工資、獎金、社會保險、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
及住房公積金的單位繳存部份及其他貨幣性收入等。本行獨立董事領取董事酬金及津貼。本行其他董事不在本行領取酬
金。本行董事長、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均不在本行附屬機構領取酬金。

4 獨立董事薪酬根據2007年年度股東大會及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確定。外部監事的薪酬根據2009年年度股東大
會決議確定。

5 2021年，非執行董事趙杰先生、肖立紅女士、汪小亞女士、張建剛先生、陳劍波先生不在本行領取薪酬。

6 本行部份獨立董事因在其他法人或組織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而使該法人或組織成為本行關聯方。除上述情形外，報告
期內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均未在本行關聯方領取薪酬。

7 上述人員薪酬情況以其本人2021年在本行擔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實際任期時間為基準計算。職工監事上述薪
酬是其本人在報告期內因擔任本行監事而獲得的報酬。

8 上述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任職起始時間請參見前述「基本情況」部份。

9 2021年上述本行已支付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報酬總額為1,323.04萬元。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股東單位的任職情況

除已披露者外，2021年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沒有在股東單位任職的情況。



董事

1062021年年度報告 

劉連舸　董事長

自2019年7月起任本行董事長。2018年加入本行。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任本行副董

事長，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任本行行長。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擔任中國進出口銀

行副董事長、行長。2007年3月至2015年2月擔任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並於2007

年9月至2015年2月兼任非洲進出口銀行董事，2009年3月至2015年6月兼任中國 — 意

大利曼達林基金監事會主席，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兼任（亞洲）區域信用擔保與投

資基金董事長。此前曾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多年，先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副

司長、中國人民銀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福建省分局局長、中國人

民銀行反洗錢局（保衛局）局長等職務。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兼任本行上海人民

幣交易業務總部總裁。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兼任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

長，2019年7月起兼任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198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銀行

研究生部，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具有高級經濟師職稱。

劉金　副董事長、行長

自2021年6月起任本行副董事長，2021年4月起任本行行長。2021年加入本行。2019年

12月至2021年3月擔任中國光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

擔任中國光大銀行行長，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擔任中國光大銀行執行董事。2018

年9月至2019年11月擔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此前曾在中國工商銀行工作多年，先

後擔任中國工商銀行山東省分行副行長，工銀歐洲副董事長、執行董事、總經理兼

中國工商銀行法蘭克福分行總經理，中國工商銀行總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江蘇省

分行行長等職務。2021年8月起兼任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國銀行（香港）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1993年畢業於山東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具有

高級經濟師職稱。

王緯　執行董事、副行長

自2020年6月起任本行執行董事，2019年12月起任本行副行長。2019年加入本行。

2018年2月至2019年11月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副行長，2013年

12月起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2011年12月任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高級管理層成員。此前曾任中國農業銀行寧夏區分行副行長、甘肅省分行副

行長、甘肅省分行行長、新疆區分行行長、新疆兵團分行行長，總行辦公室主任、

河北省分行行長、內控合規部總經理、人力資源部總經理、三農業務總監等職務。

1983年畢業於陝西財經學院，2015年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具有高級經濟師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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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臻　執行董事、副行長

自2019年2月起任本行執行董事，2018年3月起任本行副行長。1987年加入本行。2015

年5月至2018年1月擔任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總裁，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擔任

本行公司金融部總經理，2010年10月至2014年3月擔任本行公司金融總部總經理（公

司業務）。此前曾先後擔任本行公司業務部客戶關係管理總監、公司金融總部客戶

關係總監（公司業務）等職務。2018年4月至2020年12月兼任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長。2018年5月起兼任中銀國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8年8月起兼任中銀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1987年畢業於廈門大學，2000年獲得廈門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

肖立紅　非執行董事

自2017年8月起擔任本行非執行董事。2020年12月至2021年9月曾任中國銀河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2018年10月至2021年9月曾任中國銀河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非執行董事，2019年2月至2021年6月曾任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2014年4月至2017年8月任國家外匯管理局經常項目管理司巡視員，2004年9月至2014

年4月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經常項目管理司副司長，期間曾於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

任中國建設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黨委委員。自1996年10月至2004年9月歷任國家外

匯管理局管理檢查司經常項目處副處長、非貿易外匯管理處副處長、經常項目管理

司業務監管處處長。1988年8月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獲學士學位。2003年9月

和2012年7月分別畢業於中央財經大學和北京大學，均獲得碩士學位。

汪小亞　非執行董事

自2017年8月起擔任本行非執行董事。2019年8月起兼任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非執行董事。2012年1月至2017年6月曾任中國工商銀行非執行董事。2007年5月

至2011年12月曾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1985年7月至1995年1月任華中師範

大學助教、講師。1997年7月至2007年5月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宏觀經濟分析處副

處長、處長，期間2005年10月至2007年2月掛職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任副市長。2005

年獲研究員職稱。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學術委員會委員、博

士後合作導師。現兼任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

院特邀研究員、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1990年1月和1997年6月畢業於華中師範

大學經濟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分別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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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剛　非執行董事

自2019年7月起擔任本行非執行董事。2016年5月至2019年7月任中國資產評估協會黨

委委員、紀委書記、副秘書長，金融評估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2014年8月至2016年

5月任中國資產評估協會副秘書長，2000年9月至2014年8月在財政部人事教育司工

作，歷任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1998年11月至2000年9月任財政部《國有資產管

理》編輯部幹部。1995年7月至1998年11月任原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幹部。1995年7月

畢業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獲法學學士。2002年12月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

生部獲管理學碩士。具有高級經濟師職稱。

陳劍波　非執行董事

自2020年6月起任本行非執行董事。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任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執行董事。曾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

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處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處長、研究員。中央財經領導小

組辦公室、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巡視員。曾主持和參加世界銀行、亞洲開

發銀行、歐盟、聯合國國際開發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國際機構資助的研究、

技術援助項目等。主持與美國、日本等國相關機構的合作研究項目。多次被世行、

亞行等機構評聘為諮詢專家。布蘭迪斯大學訪問學者，日本發展中經濟體研究所、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於2005年5月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博士學位。

汪昌雲　獨立董事

自2016年8月起任本行獨立董事。現任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

年至1995年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1999年至2005年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2006年至2016年先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應用金融系主任、中國財政金

融政策研究中心（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漢青高級經濟與金融研

究院執行副院長、院長。目前兼任中國投資學專業建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投資協

會常務理事、中國金融學會理事、《金融學季刊》副主編、《中國金融學》副主編、《中

國金融評論》副主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國家審計署特約審計員，同時兼任尚

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四川明星電纜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昊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曾獲2001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佳研究

論文獎及「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2004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創新人才

支持計劃」，2007年入選「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2013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

程」，2014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1989年7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

經濟學碩士學位。1999年1月獲倫敦大學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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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安吉　獨立董事

自2017年1月起任本行獨立董事。現任美國福茂集團（一家國際船運公司）董事長和首

席執行官。1994年至1996年在史密絲‧邦尼（Morgan Stanley Smith Barney，現屬摩根

士丹利集團）合併與併購部門任職。1996年至1999年任美國福茂集團副總經理，2001

年至2017年先後任美國福茂集團副總裁、資深副總裁和副董事長，2018年起任美國

福茂集團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2005年5月全票當選「BIMCO39」（波羅的海國際海運

公會39俱樂部）顧問，2005年9月獲選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海外華人青年領袖」。

2007年11月受邀擔任「世界船運（中國）領袖會」主講人。2011年4月獲邀成為《華爾街

日報》「經濟世界中的女性」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目前擔任大都會歌劇院、福茂基金

會及上海木蘭教育基金會的董事，並擔任哈佛商學院院長顧問委員會、卡內基 — 清

華全球政策中心諮詢委員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主席委員會及美國船級協會委員會

的顧問委員。同時還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傑出青年論壇」任職並當選為美國

外交協會會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顧問委員，也是交通大學現美洲

校友基金會的榮譽主席。趙女士1994年以三年時間畢業於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學士

學位及高級獎(Magna Cum Laude)，於2001年獲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姜國華　獨立董事

自2018年12月起任本行獨立董事。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會計學教授。目前擔

任全國會計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2002年至今

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會計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並於2013年至2017年期

間任北京大學燕京學堂辦公室主任、執行副院長兼辦公室主任。2007年至2010年任

博時基金管理公司高級投資顧問；2010年至2016年擔任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2011年至2014年任畢馬威(KPMG)會計師公司全球估值顧問；2014年至

2015年任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委員會委員。目前擔任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招商局仁和人壽保險有限責任公司獨立董事。第一屆財政部全國會計領軍人

才（2012年），2014年至2017年連續入選愛思唯爾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中國證監會

第十七屆發行審核委員會兼職委員。199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1997年獲香港科技大學會計學碩士學位；2002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會計學博士學位。

廖長江　獨立董事

2019年9月起擔任本行獨立董事。1984年獲英格蘭及威爾士大律師資格，1985年取得

香港大律師資格，並為香港執業大律師。2012年至今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2013年4月至今擔任香港賽馬會董事，2014年11月至今擔任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2016年11月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2019

年1月至今擔任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2004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並

於2014年獲授勛銀紫荊星章及2019年獲授勛金紫荊星章。獲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十一屆、第十二屆及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任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覆核審裁處主席及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局主席。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分別

於1982年和1985年獲經濟學榮譽理學士學位及法律碩士學位。



董事

1102021年年度報告 

陳春花　獨立董事

自2020年7月起任本行獨立董事。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院BiMBA院長，兼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於2000年至2003年

期間任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2003年至2004年期間任山東六和集團總

裁，2006年至2008年期間任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執行院長，2006年至2016

年期間任廣州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目前擔任華油能源(HK01251)非執行董事（2013年

至今）。曾任招商基金管理公司、威靈控股有限公司、廣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順德

農商行獨立董事、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雲南白藥控

股公司董事、威創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1986年畢業於華南工學院無線電

技術專業，獲工學學士學位；2005年獲得南京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後。

崔世平　獨立董事

自2020年9月起任本行獨立董事。現任澳門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珠海市大昌管樁有限公司董事長、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總裁、澳門

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董事長，同時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及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全國

委員會委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澳門建築置業商會副會長、澳門工程顧問

商會會長。1994年任濠江青年商會會長。1999年任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會長。

2002年至2015年任澳門特區政府房屋估價常設委員會主席。2010年至2016年期間任

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副主席。目前擔任澳門國際銀行獨立董事、澳

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崔世平先生為澳門特區政府註冊城市規劃師、土木工

程師，美國加州註冊土木工程師及結構工程師（高工級），1981年獲華盛頓大學土木

工程學士學位，1983年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土木工程碩士學位，2002年獲清華大

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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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克秋　監事長

自2021年1月起任本行監事長。此前在中國農業銀行工作多年，並擔任多個職務。

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擔任中國農業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2017年7月起擔任中國

農業銀行副行長。2015年6月至2018年4月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董事會秘書。此前曾先

後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財務會計部總經理、財務總監。1988

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具有高級會計師職稱。

魏晗光　職工監事

自2021年11月起任本行職工監事。現任本行總行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兼任中銀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中銀航空租賃有限公司董事。自1994年7月

進入本行參加工作，曾擔任本行總行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兼總行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總行人力資源部總經理等職務。畢

業於清華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周和華　職工監事

自2021年11月起任本行職工監事。現任本行總行信用審批部總經理。自1997年8月進

入本行參加工作，曾擔任本行上海市分行行長助理、上海市分行副行長、福建省分

行副行長兼廈門市分行行長等職務。畢業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獲得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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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杰　職工監事

自2018年12月起任本行職工監事。現任本行河北省分行行長。自1981年11月參加工

作，自1988年9月加入本行工作，曾擔任本行山東省分行副行長、山西省分行副行

長、寧夏區分行行長、重慶市分行行長等職務。1999年畢業於山東輕工業學院經濟

管理專業，2009年畢業於濟南大學會計學專業。

賈祥森　外部監事

自2019年5月起任本行外部監事。曾先後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工作。1983

年12月至2008年4月歷任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豐台區支行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北京

市豐台區支行副行長、北京市分行副處長、北京市分行東城支行行長、北京市分行

副行長、總行公司業務部總經理、廣東省分行行長；2008年4月至2010年3月任中國

農業銀行總行審計局局長；2010年3月至2014年3月任中國農業銀行總行審計總監兼

審計局局長。目前兼任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畢業於中國社會

科學院，獲得貨幣銀行學碩士學位。具有高級經濟師資格。

鄭之光　外部監事

自2019年5月起擔任本行外部監事。曾先後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工作。

1979年3月至2004年8月歷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盧灣區辦事處副科長、中國工商銀

行上海市盧灣區辦事處副處長、上海市分行處長、上海市分行副行長；2004年9月至

2009年8月任中國工商銀行內部審計局上海分局局長；2009年9月至2013年1月任中國

工商銀行貴金屬業務部總經理；2013年至2014年任工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工

銀安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監事長。畢業於復旦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具有

高級經濟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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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平　外部監事

自2022年2月起任本行外部監事。曾先後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工作。1980

年12月進入中國人民銀行陝西省清澗縣支行工作；1986年8月進入中國工商銀行陝西

清澗支行工作；1994年5月至2010年12月歷任中國工商銀行陝西分行辦公室副處級秘

書、辦公室副主任、辦公室主任、陝西咸陽分行行長、陝西分行副行長、陝西分行

行長；2010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內控合規部總經理；2015年6月

至2019年4月任中國工商銀行總行紀委副書記、監察室主任；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

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工商銀行紀檢監察組副組長；2015年9月至2020年9月兼

任中國工商銀行職工監事。畢業於廈門大學，獲得金融學博士學位。具有高級經濟

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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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　副董事長、行長

請參見前述董事部份

王緯　執行董事、副行長

請參見前述董事部份

林景臻　執行董事、副行長

請參見前述董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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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懷宇　副行長

自2021年4月起任本行副行長。1997年加入本行。2017月11月至2021年2月任本行悉尼

分行行長、中國銀行（澳大利亞）有限公司董事、中國銀行（新西蘭）有限公司董事。

此前曾先後擔任本行廣東省分行行長助理兼信貸風險總監，中國銀行（匈牙利）有限

公司常務副總經理、總經理、執行董事，本行匈牙利分行行長。2021年4月起兼任中

銀航空租賃有限公司董事長。2021年5月起兼任上海人民幣交易業務總部總裁。1992

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99年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王志恒　副行長

自2021年8月起任本行副行長。1999年加入本行。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任本行北京

市分行行長，2018年12月至2021年6月任本行職工監事，2018年7月至2020年12月任

本行人力資源部總經理，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任本行青海省分行行長。此前曾先

後擔任本行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廣東省分行副行長等職務。1999年畢業於南開大

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劉堅東　風險總監

自2019年2月起任本行風險總監。1991年加入本行。2014年3月至2019年2月擔任本行

授信管理部總經理。2011年2月至2014年3月擔任本行公司金融總部總經理（投資銀

行）。此前曾先後擔任本行公司業務部授信管理總監、公司金融總部風險總監（公司

業務）等職務。199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2000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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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成文　總審計師

自2021年5月起任本行總審計師。1995年加入本行。2019年11月至2021年2月任中銀香

港（控股）有限公司風險總監。2016年6月至2019年11月任中銀集團保險執行總裁、執

行董事。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任本行財務管理部總經理。此前曾先後擔任本行紐

約分行副總經理、本行財務管理部副總經理、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財務總監等

職務。2022年1月起兼任本行審計部總經理。199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得經濟學碩

士學位，2005年獲得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具有註冊會計師資格。

梅非奇　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自2018年4月起任本行董事會秘書。1998年加入本行。曾擔任本行北京市分行副行

長、本行個人金融總部總經理（財富管理與私人銀行）、本行新聞發言人、總行辦公

室主任。加入本行前，曾在地質礦產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畢業於成都理工大學，

獲學士學位，在職研究生，具有高級經濟師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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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變更

本行董事變更情況如下：

自2021年2月5日起，王江先生因工作調動，不再擔
任本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董事會戰略發展委員
會委員。

自2021年6月16日起，劉金先生擔任本行副董事
長、執行董事、董事會戰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自2022年3月15日起，趙杰先生因工作調動，不再
擔任本行非執行董事、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委員、風
險政策委員會委員、人事和薪酬委員會委員。

本行監事變更情況如下：

自2021年1月18日起，王希全先生因年齡原因，不
再擔任本行監事長、股東代表監事、監事會履職盡
職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自2021年1月18日起，張克秋女士擔任本行監事長、股
東代表監事、監事會履職盡職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自2021年6月24日起，王志恒先生因工作原因，不
再擔任本行職工監事、監事會履職盡職監督委員會
委員、監事會財務與內部控制監督委員會委員。

自2021年11月18日起，李常林先生因任期屆滿，不
再擔任本行職工監事、監事會履職盡職監督委員會
委員、監事會財務與內部控制監督委員會委員。

自2021年11月18日起，魏晗光女士擔任本行職工監
事，並自2021年12月3日起，魏晗光女士擔任監事
會履職盡職監督委員會委員。

自2021年11月18日起，周和華先生擔任本行職工監
事，並自2021年12月3日起，周和華先生擔任監事
會履職盡職監督委員會委員、監事會財務與內部控
制監督委員會委員。

自2022年2月17日起，惠平先生擔任本行外部監
事，並自2022年3月7日起，惠平先生擔任監事會履
職盡職監督委員會委員、監事會財務與內部控制監
督委員會委員。

本行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情況如下：

自2021年2月5日起，王江先生因工作調動，不再擔
任本行行長。

自2021年4月19日起，陳懷宇先生擔任本行副行長。

自2021年4月26日起，劉金先生擔任本行行長。

自2021年5月18日起，卓成文先生擔任本行總審計師。

自2021年8月17日起，王志恒先生擔任本行副行長。

自2021年9月24日起，鄭國雨先生因工作調動，不
再擔任本行副行長。

自2021年10月25日起，劉秋萬先生因年齡原因，不
再擔任本行首席信息官。

本行董事會審議批准了聘任趙蓉女士為本行業務管
理總監的議案。趙蓉女士擔任本行業務管理總監的
任職尚待相關部門批准。

本行董事會審議批准了聘任孟茜女士為本行首席信
息官的議案。孟茜女士擔任本行首席信息官的任職
尚待相關部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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