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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联席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光大证券”） 

被保荐公司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光大银行”） 

中信证券保荐代表人姓名：马小龙 
联系方式：010-60838493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中信证券保荐代表人姓名：吕超 
联系方式：010-60833982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光大证券保荐代表人姓名：孙蓓 
联系方式：021-2216929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光大证券保荐代表人姓名：储伟 
联系方式：021-2216929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15 号）核准，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公司”、“发行人”）获准公开发行 300 亿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本次可转债已于 2017 年 3 月发行完成，

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00,000,000 元，扣除已支付的承销费（含保荐费）75,000,000 元后

的实收募集资金为 29,925,000,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全部到位，并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编号为安永华明（2017）验字第 61238341_A03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光大银行公开发行可转债及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指派马小龙、孙毅担任光大银行公开发行可转债持续督

导的保荐代表人，根据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对发行人的持续督导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如持续督导期届满尚未完成可转债全部转股，则延长至可转债全部转股）。 

发行人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和 2018 年 2 月 28 日分别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2017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7 年

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

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议案。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需要，发行人聘请中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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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中信证券与光大证券合称“联席

保荐机构”）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联席保荐机构，并与其签订了《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联席保荐机构）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之保荐协议》。中信证券已委派马小龙先生、

吕超先生，光大证券已委派孙蓓女士、储伟先生担任光大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保荐工作及优先股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

作。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发行人因再次申

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且另行聘请的保荐

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中信证券、光大证券承接原

保荐机构关于可转债的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作相应变更。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以及《北京证监局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监管指引（试行）》的相

关规定，光大银行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期间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目前由于尚

未完成可转债全部转股，根据相关规定，持续督导期延长至可转债全部转股。 

联席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内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光大

银行进行持续督导，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工作概述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已根据工作进度制定相应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已与光大银行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双方

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与光大银行保持密切的日常沟通和定期回访，针

对持续督导事项专门进行了尽职调查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光大银行未发生须

公开发表声明的发行人违法违规事项 



3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

督导措施等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光大银行或相关当

事人无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的情况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

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无违法违规情况；

相关当事人无违背承诺的情况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光大银行已经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

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

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

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光大银行已经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符合

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可以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大银行已经建立健全了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起

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联席保荐机构已按规

定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确认其

合法合规。详见“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

的情况”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已事先审阅相关文件并及时予以更正补充。详见

“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

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

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已及时审阅相关文件。详见“二、对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12、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

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光大银行未发生该

等情况 

13、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光大银行的主要股东不存在违背相关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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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4、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

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光大银行未发生该

等情况 

15、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

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

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

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光大银行未发生该

等情况 

16、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

检查的工作要求，已完成2018年度现场检查工作 

17、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

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

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

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以

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光大银行未发生该

等情况 

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联席保荐机构对光大银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

告签署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8-01-04 光大银行: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1、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的内容及格式，有充分

理由确信其合法合规； 

 

2、督导光大银行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

充分理由确信光大银

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01-05 光大银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1-05 光大银行: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2018-01-05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1-13 光大银行: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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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8-01-13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3、审核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有充分理由

确信其合法合规； 

 

4、审查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出席人

员资格、提案与表决程

序，有充分理由确信其

符合公司章程； 

 

5、审查公司的股利分

配政策，有充分理由确

信其符合公司章程及

招股说明书的约定，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2018-01-13 

光大银行: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 年

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通知 

2018-01-13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2-03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2-09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

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2018-03-01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

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3-01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

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3-01 光大银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3-01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3-10 光大银行:关于“光大转债”2018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2018-03-16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3-20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3-20 光大银行: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03-20 光大银行: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03-21 光大银行:关于董事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03-2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关于本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2018-03-29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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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

说明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8-03-29 

光大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年度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2018-03-29 
光大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2018-04-04 光大银行: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8-04-10 光大银行:副董事长辞任公告 

2018-04-10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4-11 光大银行: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辞任公告 

2018-04-1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4-18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4-28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4-28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4-28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4-28 光大银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4-28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8-04-28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5-08 光大银行:2017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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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8-05-08 光大银行: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5-17 
光大银行: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

告 

2018-05-22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5-24 
光大银行:关于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

告 

2018-05-24 光大银行:公司章程（2017 年修订稿） 

2018-05-24 光大银行: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05-24 光大银行: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05-24 光大银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 

2018-06-02 光大银行: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公告 

2018-06-02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6-02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6-02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6-02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6-08 光大银行:2017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含临时提案） 

2018-06-08 光大银行:关于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2018-06-14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6-16 光大银行:第一期优先股 2018 年股息发放实施公告 

2018-06-16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6-16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6-22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6-22 光大银行:非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2018-06-23 光大银行: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6-23 光大银行: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7-04 光大银行: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8-07-07 光大银行:公司章程（2018 年修订稿） 

2018-07-07 
光大银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获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的公告 

2018-07-1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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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8-07-17 
光大银行:关于 2017 年度 A 股分红派息实施暨“光大转债”转

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2018-07-21 光大银行:2017 年度 A 股普通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2018-07-21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稿） 

2018-07-21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7-21 
光大银行:关于根据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2018-07-2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7-21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8-07 光大银行:第二期优先股 2018 年股息发放实施公告 

2018-08-14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8-14 光大银行:非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2018-08-15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8-17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8-23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8-23 光大银行:执行董事,行长辞任公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2018 年半年度报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08-29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8-29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9-0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9-01 光大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辞任公告 

2018-09-01 光大银行:副行长辞任公告 

2018-09-15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15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09-15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B5B5349AAB6&id=9525590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B5B5349AAB6&id=9525590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4EF0A26AAB6&id=9525589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4EF0A26AAB6&id=9525589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0A0459BAAB6&id=9525585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0A0459BAAB6&id=9525585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4EF09BCAAB6&id=9525587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4EF09BCAAB6&id=9525587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0A04576AAB6&id=9525581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0A04576AAB6&id=9525581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6FAAB6&id=95255830&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6FAAB6&id=95255830&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57AAB6&id=9525581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57AAB6&id=9525581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D8333EAAB6&id=9525579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7607E16B809&id=9562849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7607E16B809&id=9562849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87C2B5BB809&id=9562847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87C2B5BB809&id=9562847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7607DDEB809&id=9562844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7607DDEB809&id=9562844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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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8-09-20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09-29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10-09 光大银行:光大银行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8-10-10 光大银行: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8-10-19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10-19 光大银行: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10-19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10-31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3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10-31 光大银行:2017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2018-10-31 光大银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8-10-31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1-06 光大银行: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11-06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2018-11-14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1-24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2018-11-24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01 
光大银行:关于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

告 

2018-12-01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含临时提案） 

2018-12-14 光大银行: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12-15 光大银行:关于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2018-12-22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2-22 光大银行: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12-25 光大银行:关于悉尼分行获当地监管部门批准的公告 

2018-12-27 光大银行: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2018-12-29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29 光大银行:关联交易公告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5E7D6C5BBF8&id=9571301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5E7D6C5BBF8&id=95713014&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7CA33BDC30C&id=9584945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7CA33BDC30C&id=9584945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D3E440ACBAC&id=9593621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D3E440ACBAC&id=95936216&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1577B7FDC38&id=9639499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1577B7FDC38&id=9639499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8E223DDC38&id=96394990&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8E223DDC38&id=96394990&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1577B6BDC38&id=9639498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1577B6BDC38&id=9639498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8E2231DC38&id=9639498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8E2231DC38&id=9639498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96CB51DC38&id=9639494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96CB51DC38&id=96394948&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8CDEBEDC38&id=96394942&type=1
http://snap.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8CDEBEDC38&id=96394942&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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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2019-01-04 光大银行: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19-01-08 光大银行:独立董事辞任公告 

2019-01-11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01-12 

光大银行: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 年

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9-01-22 光大银行: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019-01-24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9-01-24 
光大银行:关于执行董事,行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

公告 

2019-02-02 
光大银行: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 A 股,H

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2019-02-12 
光大银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2019-02-12 
光大银行: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

告 

2019-02-28 
光大银行: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 A 股,H

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9-02-28 光大银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02-28 

光大银行: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

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优

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2-28 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02-28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2019-03-09 光大银行:关于“光大转债”2019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2019-03-14 
光大银行:关于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9-03-15 光大银行:H 股公告 

经核查，光大银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持续督导期内信息披露的文

件和内容格式合规，信息披露档案资料完整。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50E81C014BC&id=999492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50E81C014BC&id=999492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692F081587&id=999735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692F081587&id=999735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692F081587&id=999735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692F081587&id=999735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692F081587&id=999735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692F081587&id=999735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51ED42A1D64&id=1004516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51ED42A1D64&id=1004516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02AAA8B1EF6&id=1005180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02AAA8B1EF6&id=1005180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0115F0D1EF6&id=1005180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0115F0D1EF6&id=1005180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0115F0D1EF6&id=1005180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0115F0D1EF6&id=1005180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D113B912609&id=1016321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D113B912609&id=1016321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D113B912609&id=1016321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D113B912609&id=1016321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1D60632DE1&id=1019027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1D60632DE1&id=1019027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1D60632DE1&id=1019027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1D60632DE1&id=1019027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657F1212DE1&id=1019026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657F1212DE1&id=1019026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657F1212DE1&id=1019026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657F1212DE1&id=1019026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4A6FF93A7B&id=1029019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4A6FF93A7B&id=1029019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4A6FF93A7B&id=1029019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4A6FF93A7B&id=1029019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93A7B&id=1029019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93A7B&id=1029019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63A7B&id=1029018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63A7B&id=1029018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63A7B&id=1029018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63A7B&id=1029018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63A7B&id=1029018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A5690F63A7B&id=1029018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4A6FF13A7B&id=1029018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B4A6FF13A7B&id=1029018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0356ED93A7A&id=1029004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0356ED93A7A&id=1029004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8BB389A418A&id=1036333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8BB389A418A&id=1036333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30315594578&id=103714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30315594578&id=103714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30315594578&id=103714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30315594578&id=103714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3D781224645&id=1037395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3D781224645&id=103739594&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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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事项 

光大银行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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