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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2018年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 

被保荐公司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设银行”或“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水耀东 

联系方式：021-38676250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5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金利成 

联系方式：021-38676486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5层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建设银行境内发行优先股的

批复》（银监复〔2017〕274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2100号）核准，建设银行于2017年12月21日以非公开方式发行了

600,000,000股优先股（以下简称“本次优先股”）。本次优先股每股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100元，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849,056.60元后，净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59,977,150,943.40元。截至2017年12月27日，建设银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专

户已收到本次优先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0,000,000,000.00元（尚未扣除发

行费用22,849,056.60元），所有募集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募集资金全

部到位。本次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

情况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1080号）予以审验。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优先股已于2018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2018年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 

国泰君安担任本次优先股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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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设银行的

持续督导期间为证券挂牌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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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泰君安作为保荐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

守信原则，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建设银行进

行持续督导，具体情况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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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保荐机构已建立

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根据建设银行的实际情况及工作进度

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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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保荐机构已与建

设银行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报告期

内，协议相关方没有对协议内容做出过

修改，亦未提前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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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保荐机构与建设

银行保持密切的日常沟通，并通过定期

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

建设银行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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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未发生

需按有关规定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

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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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及相关

当事人不存在违法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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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且建设银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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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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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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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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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已建立

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保荐机构已按规定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建

设银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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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持续督导期间建设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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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前

审阅或者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事后审阅，

建设银行给予了密切配合。截至2018年

12月31日，不存在因信息披露出现重大

问题而需要建设银行予以更正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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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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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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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建设银行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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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违背相关承诺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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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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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建设

银行的报道，公司无不良市场传闻。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露的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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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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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保荐机构已制定

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

现场检查的工作要求。保荐机构的保荐

代表人已于2018年12月25日进行了

2018年度现场检查 

17、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

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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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未发生

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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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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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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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保荐机构对建设银行自2018年1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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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审阅建设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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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建设银行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建设银行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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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核建设银行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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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建设银行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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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建设银行的股利分配政策，有充分理由确信其符合公司章程的约定，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建设银行2018年1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的信息披露文件如下：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2018-12-25 建设银行：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8 建设银行：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2018-11-29 建设银行：关于子公司出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的公告 

2018-11-17 建设银行：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B62FE990765&id=994445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B62FE990765&id=994445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5DDFEE701E1&id=992874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5DDFEE701E1&id=992874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0DCACEFF2FC&id=980298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0DCACEFF2FC&id=980298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F624DFE987&id=976695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F624DFE987&id=97669544&type=1


 

 6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2018-11-08 建设银行：关于钟嘉年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告 

2018-10-30 建设银行：关于 2018 年境内第二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2018-10-24 建设银行：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24 建设银行：董事会 2018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4 建设银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2018-10-24 建设银行：H股公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24 建设银行：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11 建设银行：H股公告 

2018-09-28 建设银行：H股公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 

2018-09-27 建设银行：关于 2018 年境内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2018-09-26 建设银行：关于廖林副行长任职的公告 

2018-09-04 建设银行：关于执行董事，副行长辞任的公告 

2018-08-29 建设银行：2018年半年度报告 

2018-08-29 建设银行：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08-29 建设银行：H股公告 

2018-08-29 建设银行：董事会 2018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8-17 建设银行：H股公告 

2018-08-01 建设银行：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8-07-12 建设银行：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8-07-10 建设银行：2017年年度 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2018-06-30 建设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6-30 建设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018-06-29 建设银行：董事会 2018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5-18 建设银行：关于职工代表监事任职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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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15 建设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8-05-15 建设银行：关于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4-27 建设银行：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8-04-27 建设银行：H股公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8-04-27 建设银行：H股公告-2017 年年报 

2018-04-27 建设银行：董事会 2018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4-27 建设银行：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8-04-27 建设银行：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一季度报告有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018-04-17 建设银行：H股公告 

2018-04-12 建设银行：监事长辞任公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年年度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 年度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

鉴证报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DEC0FAE26A&id=969756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DEC0FAE26A&id=969756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FE644ACDB73&id=9636123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FE644ACDB73&id=9636123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30FFF77D6B2&id=962175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30FFF77D6B2&id=962175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3CFAB81D6B2&id=962175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3CFAB81D6B2&id=962175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F861225D6B2&id=962174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F861225D6B2&id=962174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3CFAB7BD6B2&id=962174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3CFAB7BD6B2&id=962174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FD47D95D6B2&id=962174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FD47D95D6B2&id=962174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E795C69CC6D&id=959512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E795C69CC6D&id=959512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5D718E9C233&id=958130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5D718E9C233&id=958130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7B89478C176&id=957977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7B89478C176&id=957977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7E2DCBEC0AD&id=957784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7E2DCBEC0AD&id=957784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0E23DAAAF57&id=954140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0E23DAAAF57&id=954140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F01AABC&id=952580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F01AABC&id=952580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EEBAABC&id=952580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EEBAABC&id=952580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EE7AABC&id=952580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EE7AABC&id=952580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ED8AABC&id=9525802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EBF2ED8AABC&id=9525802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A37CF73A134&id=949066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A37CF73A134&id=949066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6A0400894AB&id=945955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6A0400894AB&id=945955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FAFDF7A84E5&id=941838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FAFDF7A84E5&id=941838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299CE668362&id=941192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299CE668362&id=941192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497AD647B95&id=938871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497AD647B95&id=938871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5033AFF7B95&id=938871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5033AFF7B95&id=938871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32CA297AB1&id=938435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332CA297AB1&id=938435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BA25D5659B2&id=925919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BA25D5659B2&id=925919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B5C8D5D58F3&id=925720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B5C8D5D58F3&id=925720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1BD6832576D&id=925157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1BD6832576D&id=925157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01353C3576D&id=925157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01353C3576D&id=925157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DC32C78495B&id=921222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DC32C78495B&id=921222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823495B&id=921221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823495B&id=921221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7D541ED495B&id=921222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7D541ED495B&id=921222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857495B&id=921222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857495B&id=9212223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7F9495B&id=9212216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7F9495B&id=9212216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7E8495B&id=921221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1B497E8495B&id=921221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EADDAF414A&id=916754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EADDAF414A&id=916754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C4E849C3D7B&id=915661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C4E849C3D7B&id=915661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E931C0&id=912039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E931C0&id=912039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866A6A531C0&id=912039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866A6A531C0&id=912039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7631C0&id=912039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7631C0&id=912039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866A68D31C0&id=912039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866A68D31C0&id=9120391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8D31C0&id=9120396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8D31C0&id=9120396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8D31C0&id=9120396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8D31C0&id=91203960&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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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2018-03-28 

建设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

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独立董事对本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8-03-28 建设银行：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年度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H股公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2017年资本充足率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独立董事 2017年度述职报告 

2018-03-28 建设银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2018-03-20 建设银行：公司章程 

2018-03-20 建设银行：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03-15 建设银行：H股公告 

2018-02-24 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任职公告 

2018-01-20 建设银行：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保荐机构认为，建设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能够遵循相关法律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所有股东享有平等、充

分的知情权，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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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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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则规定

的应该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3631C0&id=91203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3631C0&id=91203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3631C0&id=91203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3631C0&id=91203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3631C0&id=91203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3631C0&id=912038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6731C0&id=912039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6731C0&id=912039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5C31C0&id=912039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5C31C0&id=912039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2031C0&id=912038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6E0FB2031C0&id=912038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7D31C0&id=91203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7D31C0&id=91203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7731C0&id=912039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90FE37731C0&id=912039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4631C0&id=912039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4631C0&id=912039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1A31C0&id=912038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1A31C0&id=912038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3931C0&id=912038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3931C0&id=912038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3131C0&id=912038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3131C0&id=912038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2E31C0&id=912038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C2E31C0&id=912038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BFB31C0&id=912038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3187BFB31C0&id=912038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24DA1EC2B6D&id=909803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24DA1EC2B6D&id=909803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41C7B22B6D&id=909802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C41C7B22B6D&id=909802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3A3AB3F2767&id=9084982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3A3AB3F2767&id=9084982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2AB2F4F1885&id=905416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2AB2F4F1885&id=905416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28F5EFEFD0B&id=900039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28F5EFEFD0B&id=90003998&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