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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8]1199 号”文核准，并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600,000,000 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

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ANK OF ZHENGZHOU CO., LTD.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22 号 

法定代表人：王天宇 

注册资本：5,321,931,900 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11 月 16 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

兑换；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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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成立于 1996 年 11 月 16 日，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筹建郑州城市

合作银行的批复》（银复[1996]198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郑州城市合作银行

开业的批复》（银复[1996]245 号）批准，在郑州市原 47 家城市信用社和 1 家城

市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以下简称“48 家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由

48 家城市信用社的股东用经评估的原信用社的净资产作为出资，以及郑州市财

政局和另外 14 家企业法人用现金出资，共同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6 年 8 月 6 日，郑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郑会内验字[96]第

40 号），对郑州城市合作银行（筹）申请的注册资本予以审验。根据该验资报告，

郑州城市合作银行（筹）申请的注册资本为 452,759,882 元。其中，郑州市地方

财政以货币资金认股 102,000,000 元，48 家城市信用社原有股东认股 254,759,882

元，其他发起人以货币资金认股 96,000,000 元。 

1996 年 8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关于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

（银复[1996]245 号），同意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开业，并核准《郑州城市合作银行

章程》。1996 年 8 月 23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许可证号：D10014910006）。1996 年 11 月 16 日，发行

人取得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河南省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169999577-2-2）。 

发行人设立时，名称为郑州城市合作银行。 

2000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出具《关于同意郑州城市合作银

行更名迁址的批复》（济银复[2000]64 号），同意郑州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郑州市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核发了更名

后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许可证号：D10024910002）。2000 年 12 月 17 日，

河南省工商局换发了更名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豫工商企

4100001002856）。 

2009 年 9 月 11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郑州市商业银行更名的批复》（银监复[2009]342 号），同

意郑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郑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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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2009 年 9 月 21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

南银监局”）核发了更名后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1036H241010001）。

2009 年 10 月 10 日，河南省工商局换发了更名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410000100052554）。 

（二）业务情况 

发行人总部位于河南省，为一家业务发展迅速的城市商业银行。在 2017 年

英国《银行家》公布的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榜单中，发行人一级资本全球排名 322

位，较上年提升 16 位。发行人连续七年入选世界银行 1000 强，连续三年入围前

500 名。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设有共计 166 家机构（包括 1 家总行、

12 家分行、152 家支行及 1 家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覆盖了河南省主要地区。

发行人主要销售渠道为各分支机构网点，同时，发行人建立起直营银行、个人网

银、企业网银、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及自助设备。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

人共拥有在行自助设备网点 151 家、离行自助设备网点 155 家，自助设备总量

1,443 台，其中自助取款机 348 台、自助存取款机 396 台、缴费机 160 台、网银

体验机 266 台、智能柜台 272 台、快窗 1 台。 

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等。自设

立以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监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审计，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的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主要数据及相关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年 

3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433,736,093 435,828,887 366,147,972 265,623,089 
总负债 400,075,089 402,389,522 344,286,597 247,799,070 
所有者权益 33,661,004  33,439,365 21,861,375 17,824,019 
发放贷款及垫款 127,756,335 124,455,942 107,633,407 91,60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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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存款 250,157,533 255,407,398 216,389,640 169,195,471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2,560,386 10,194,343 9,897,296  7,875,961 
利息净收入 1,610,658 8,106,042 8,299,993 6,906,512 
营业利润 1,471,264 5,492,838 5,127,601 4,352,222 
利润总额 1,472,864 5,547,260 5,257,033 4,361,742 
净利润 1,158,787 4,333,537 4,044,586 3,355,67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1,155,205 4,280,024 3,998,768 3,356,3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3,578 4,183,654 3,883,352 3,319,33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经营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79,971) (1,981,394)  54,036,394 7,720,162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79,053 (27,756,915)  (68,351,904) (24,548,6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6,265 33,078,284 15,888,166 21,249,5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
增加额 

(1,414,002) 3,131,255 1,608,539 4,424,798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前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前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前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前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9% 19.17% 18.82% 18.40% 20.21% 19.63% 26.22% 25.93% 

每股收益 
（元） 

基本每股

收益 
0.22 0.22 0.80 0.79 0.75 0.73 0.85 0.84 

稀释每股

收益 
0.22 0.22 0.80 0.79 0.75 0.73 0.85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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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监管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并口径的主要监管指标如下表列示： 

单位：千元、% 

指标 
类别 

指标 
指标 
标准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 
充足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7.80% 7.93% 8.79% 10.09%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29% 10.49% 8.80% 10.09% 
资本充足率 ≥10.5% 13.18% 13.53% 11.76% 12.20%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4,726,984 24,376,664 21,275,719 17,533,799 
一级资本净额  32,622,161 32,262,545 21,312,985 17,533,808 
二级资本净额  9,157,469 9,351,908 7,150,896 3,649,175 
总资本净额  41,779,630 41,614,453 28,463,881 21,182,983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317,033,310 307,474,718 242,109,283 173,696,609 

流动性 
风险 

流动性比例 ≥25% 45.60% 61.72% 40.61% 44.75% 
存贷款比例 ≤75% 52.86% 50.29% 51.34% 55.73% 
流动性覆盖率 ≥100% 178.24% 225.20% 256.91% 390.40% 

信用 
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88% 1.50% 1.31% 1.10%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3.47% 3.12% 3.51% 3.75%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 ≤50% 22.32% 22.01% 24.83% 26.97%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3.75% 4.66% 4.99% 4.53% 
全部关联度 ≤50% 7.34% 7.30% 12.32% 13.69% 

市场 
风险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 ≤20% 10.20% 16.87% 9.06% 14.93% 

准备金 
充足程度 

拨备覆盖率 ≥150% 180.15% 207.75% 237.38% 258.55% 

 

3、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毕马威对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的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合

并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及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801005 号）。 

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 2018 年 1-6 月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3,636,030 435,82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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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408,745,471 402,389,522 
所有者权益 34,890,559 33,439,365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159,466 4,867,412 
营业利润 3,034,174 2,996,836 
利润总额 3,036,601 3,007,725 
净利润 2,382,765 2,324,999 
归属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2,366,553 2,271,3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64,587 2,263,229 

 

发行人 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51.59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48.67 亿元，

同比增长 6.00%；净利润为 23.83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23.25 亿元，同比增

长 2.4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67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22.71

亿元，同比增长 4.1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65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22.63 亿元，同比增长 4.48%。发行人经营业绩较去年

同期稳步提升。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发行人吸收存款总额为 2,631.13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

长 77.05 亿元，同比增长 3.02%；发放贷款及垫款账面价值为 1,348.26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103.70 亿元，同比增长 8.33%。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发行人不良

贷款率为 1.88%，较 2017 年 12 月末上升 0.38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 166.86%，

较 2017 年 12 月末降低 40.89 个百分点。 

2018 年 1-9 月，发行人预计营业收入区间为 72.58 亿元至 79.84 亿元，上一

年度同期数（未经审计）为 72.58 亿元，预计同比增幅区间在 10%以内；预计归

属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33.52 亿元至 36.87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未经

审计）为 33.52 亿元，预计同比增幅区间在 10%以内；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发行人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33.40 亿元至 36.74 亿元，上一年度同

期数（未经审计）为 33.40 亿元，预计同比增幅区间在 10%以内。 

上述 2018 年 1-9 月经营业绩预计是发行人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作出的，

主要经营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发行人最终可实现营业收入、归属

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发行人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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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发行人的盈利预测或承诺。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5,321,931,900 股，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600,000,0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 10.13%，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后总股本为 5,921,931,900 股。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发行股数：600,000,0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13% 

4、发行价格：4.59 元/股 

5、发行市盈率：6.50 倍（每股收益按照发行人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4.581 元（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62 元（以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资产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后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7、市净率：1.00 倍（以本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0.99 倍（以本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8、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54,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2461158397%，有效申购倍数为 406.31274 倍。网上、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1,373,843 股，包销金额为 6,305,939.37 元，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为 0.23%。 

9、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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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1、募集资金总额：2,754,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2,708,785,195.80

元 

12、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45,214,804.20 元，其中保荐、承销费用为

26,924,528.31 元，会计师费用为 6,396,226.42 元，律师费用为 3,160,377.36 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为 6,886,792.45 元，发行手续费用为 1,846,879.66

元（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以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第一大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郑州市财政局作为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就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及股份

减持事宜承诺如下： 

“（1）自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本局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郑州银行回购本局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局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股份限售方面的规

定。 

（2）如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则本局持有的郑州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在满足股份转让的条件后，本局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进行。 

（4）本局减持郑州银行股份的条件：①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局

限售期限届满；②本局承诺的限售期届满；③本局不存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不得转让股份的情形；④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发布减持股份意向公告。 

（5）若本局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持有股份数量的 5%；股份锁定期满两年后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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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局持有的郑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若

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股份拆细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本局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

持股份意向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

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6）如本局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郑州银行股份的，本局承

诺违规减持郑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郑州银行所有。如本局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

益上缴郑州银行，则郑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局现金分红中与本局应上缴郑

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局应向郑州银行上

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在上述承诺期间，如郑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2、合计持股超过 51%的股东（除郑州市财政局外）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豫泰国际、兴业房地产、中原信托、晨东实业、郑州投资、国原贸易、百

瑞信托、正弘置业、盛润控股、河南投资集团、郑州污水净化、郑州发投、豫

发集团、康牧农业、永威置业、郑州市政建设、郑州环卫清洁、郑州市政工程、

中原环保、河南高速作为合计持有郑州银行 51%以上股份的股东（除郑州市财

政局外），承诺如下： 

“自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郑州银行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

持的承诺 

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王天宇、郭志彬、毛

月珍、李磊、姜涛、王艳丽、王兆琪承诺如下： 

“（1）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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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自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郑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如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则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的锁定期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郑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4）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5）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还将依法及时向郑州银行申报所持有

的郑州银行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郑

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15%，5 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本人所持郑州银行股份总

数的 50%，不会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再行买入，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郑州银

行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股份。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郑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

诺违规减持郑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郑州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

益上缴郑州银行，则郑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郑

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郑州银行上

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

承诺。在上述承诺期间，如郑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担任发行人监事且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成洁承诺如下： 

“（1）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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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自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郑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还将依法及时向郑州银行申报所持

有的郑州银行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郑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15%，5 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本人所持郑州银行股份

总数的 50%，不会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再行买入，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郑州

银行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郑州银行股份。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郑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

诺违规减持郑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郑州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

益上缴郑州银行，则郑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郑

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郑州银行上

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

承诺。” 

4、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 万股的个人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规范金融企

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97 号）的规定，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 万

股的个人，承诺如下： 

“（1）自郑州银行上市之日起 3 年内，不转让所持股的郑州银行股份。 

（2）上述 3 年股份转让锁定期期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得超过所持郑

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15%，5 年内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郑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50%。” 

5、新增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申报期间，发行人新增股东承诺如下： 

“自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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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郑州银行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6、第一大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郑州市财政局作为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就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

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本局将通过长期持有郑州银行股份，以实现和尽力确保本局在郑州银

行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2）本局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并按照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下列情况下，本局将不会减持郑州银行股份： 

①郑州银行或者本局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

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②本局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

其他情形。 

（4）在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本局将严

格遵守本局所作出的关于所持郑州银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承诺锁定期届满后，

在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规则且不违

背本局已作出的承诺的情况下，本局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

定是否减持郑州银行股份。 

（5）在郑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如本局确

定减持所持郑州银行股份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或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 

（6）如本局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

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

案并公告。减持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



13 

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本局应当在

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在减持时间期间内，郑州银

行发生高送转、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本局应当同步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并说

明本次减持与前述重大事项的关联性。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本局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

告；在预先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减持或者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

当在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告。 

本局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郑州银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本局与本局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

股份应当合并计算。 

（7）本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总数不得超过郑州银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本局与本局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

股份应当合并计算。 

（8）本局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

5%，转让价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本局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股份，导致本局持有郑州银行股份小于 5%的，本局保证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

遵守上述第六条的承诺。如本局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本局保证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第六条第四款的

承诺。 

（9）本局因司法强制执行、执行股权质押协议、赠与、可交换债换股、股

票权益互换等减持郑州银行股份的，应当遵循上述承诺。 

（10）本局减持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郑州银行股份，不受上述承诺约束。” 

7、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天宇、成洁、郭志彬、

毛月珍、李磊、姜涛、王艳丽、王兆琪承诺如下： 

“（1）本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并按照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



14 

息披露义务。 

（2）下列情况下，本人将不会减持郑州银行股份： 

①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

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②本人因为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

其他情形。 

（3）郑州银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郑州银行股

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及本人一致行动人不减持郑州银行股份： 

①郑州银行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②郑州银行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 

（4）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继续遵守下列规定：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郑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 

②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郑州银行的股份；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如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

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

案并公告。减持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

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本人应当在

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在减持时间期间内，郑州银

行发生高送转、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本人应当同步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并说

明本次减持与前述重大事项的关联性。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本人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

告；在预先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减持或者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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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告。 

（6）本人因司法强制执行、执行股权质押协议、赠与、可交换债换股、股

票权益互换等减持郑州银行股份的，应当遵循上述承诺。”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5,921,931,900 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600,000,000 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13%，达到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0%； 

（四）发行人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截至本保荐书出具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

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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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已在证券发行保

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主

要股东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

本发行保荐书；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

的相关规定；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5、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

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6、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7、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8、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10、因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



17 

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

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

执行并完善防止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

执行并完善防止其

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

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

的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

信息披露的义务，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保

荐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报送保荐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

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投资项目的实施

等承诺事项 

（1）保荐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荐机构将督导发行人

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

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相关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二）保荐协议对保

荐机构的权利、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其向交易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2）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职责与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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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并督发行人有效执行。 
（三）发行人和其他

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协调相关当事人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工作，并督促其聘请的其

他证券服务机构协助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 至 45 层 

保荐代表人：吴喻慧、吕映霞 

联系人：王晓、马建红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注意与

发行人业务有关的风险、与我国银行业有关的风险以及其他投资者需关注的风

险。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

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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