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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

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宁波东钱湖康得思酒

店召开。公司应出席董事16名，亲自出席董事13名，委托出席董事

3名，胡平西董事委托傅建华董事表决，贲圣林董事委托傅继军董

事表决，魏雪梅董事委托余伟业董事表决。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

分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陆华裕董事长主持，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及下半年

工作安排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内部审计情况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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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部审计计划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由于本议案

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

案的关联董事余伟业、魏雪梅、朱年辉、陈永明、李如成、徐立勋

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五、关于调整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和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由于本议案

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

案的关联董事朱年辉、陈永明回避表决。 

六、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主承业务

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七、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风险管理执行情况

及下半年风险管理意见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信用风险管理专项

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市场风险管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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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关于修订市场风险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合规风险管理评

估情况及下半年合规风险管理工作计划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资本充足率情况

评价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三、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0年数据战略规划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四、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 2019 年上半年

工作开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计划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五、关于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本行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根据《公司

章程》及相关规定，徐立勋董事回避表决。 

十六、关于变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截至 2019年 8月 22日，公司发行的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

转股，余额已全部赎回，可转债累计转股数为 558,597,223股, 因

此我行注册资本由 5,069,732,305 元增加到 5,628,329,528 元，普

通股股份总数由 5,069,732,305 股增加到 5,628,329,528 股。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七、关于设立总行相关一级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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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八、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九、关于对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以公司为唯一出资人，以货币方式向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一

次性增资 10 亿元人民币，新增出资全额计入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20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30 亿元人民币。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按照本次增资方案，办理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增资有关事宜。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十、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由于本议案

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

案的关联董事朱年辉、陈永明回避表决。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

稿）》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 

二十一、关于提请聘任庄灵君先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行长的议案 

庄灵君先生简历： 

庄灵君，男，汉族，1979年 7月出生，硕士学历。现任公司北

京分行行长。庄灵君先生历任公司个人业务经理、高级副经理、高

级经理；2011年 7月至 2011年 9月任公司北仑支行行长助理；2011



5 
 

年 9月至 2012年 3月任公司个人银行部总经理助理；2012年 3月

至 2013 年 7 月，任公司深圳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13 年 7 月

至 2015年 1月，任公司明州支行行长；2015年 1月至 2015年 9月，

任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2015年 9月至今任公司北京分行行长。 

庄灵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十二、关于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9年 9月 16日在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 东 大 会 通 知 公 告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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