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联席保荐机构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
证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 

被保荐公司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
行”或“公司”） 

瑞银证券保荐代表人 姓名：刘文成 
联系方式：010-58328888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
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瑞银证券保荐代表人 姓名：罗  勇 
联系方式：010-58328888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
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 姓名：王玉亭 
联系方式：0755-83084016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 姓名：卫进扬 
联系方式：0755-83084016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及修

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银监复〔2017〕249 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98 号）核准，招商银行于 2017 年 12 月在

境内非公开发行 27,500 万股优先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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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0,000,00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等相关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32,250,000

元后，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467,750,000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优先股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本次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500,000,000 元（未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2,250,000 元），发行对象全部以

现金认购，募集资金全部到位。本次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由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7）第

00581 号）予以验证确认。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已于 2017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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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综合业务平台挂牌转让。 

瑞银证券和招商证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担任招商银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持续督导的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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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

的规定，招商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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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联

席保荐机构在 2018 年 1 月 12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以下简称“本次督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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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等方式对招商银行进行持续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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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联席保荐机构已建立健

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根据招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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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联席保荐机构已与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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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督导期内，协

议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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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联席保荐机构与招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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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招商银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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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未发生需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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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及相关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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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的行为和违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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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已建立健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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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已建立健全相

应的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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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已建立健全信

息披露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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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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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保荐机构对持续督导期间招商银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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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给予了密

切配合，并根据联席保荐机构的建议对信息

披露文件进行适当调整。截至本报告签署

日，不存在因信息披露出现重大问题而需要

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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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及其第一大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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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及其第一大股

东不存在违背相关公开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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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公共媒体关于招商银

行的报道，公司无不良市场传闻。截至本报

告签署日，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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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未发生该等情

况 



 

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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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联席保荐机构已制定了

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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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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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未发生该等情

况 

 

二、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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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对招商银行自本次发

行之日起在上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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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21 
招商银行：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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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招商银行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有充分理由确

信招商银行向上交所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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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及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017-12-26 

招商银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2017-12-26 
招商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概

览 

2017-12-26 
招商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

书 

2017-12-26 

招商银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2017-12-26 

招商银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 

2017-12-26 招商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 

2017-12-26 
招商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备

查文件 

2018-01-08 
招商银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转让保荐书 

2018-01-08 
招商银行：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挂牌转让

公告 

2018-01-08 

招商银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申请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2018-01-08 招商银行：章程(2018 年修订) 

2018-01-11 招商银行：关于副董事长辞任的公告 

2018-01-23 招商银行：2017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018-02-09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02-23 招商银行：重要公告 

2018-03-13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3-15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03-20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03-20 招商银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18-03-20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8-03-20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 年度报告摘要 

2018-03-24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意见 

2018-03-24 
招商银行：关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子

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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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关于设立招银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的公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

说明(2017年度)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及相互

评价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17年度境内优先股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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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审计报告 

2018-03-24 招商银行：2017年度报告 

2018-03-28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4-17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4-28 招商银行：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8-04-28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提名和选聘

董事的独立意见 

2018-04-28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4-28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5-04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8-05-04 招商银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8-05-11 
招商银行：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2018-05-12 
招商银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买入本公司

股票的公告 

2018-05-22 招商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2018-05-25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5-25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提名和选聘

董事的独立意见(李孟刚,刘俏) 

2018-05-25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5-26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5-30 
招商银行：关于 2017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 

2018-06-02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6-09 招商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文件 

2018-06-11 
招商银行：关于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补

充公告 

2018-06-13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6-21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6-23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6-28 招商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018-06-28 招商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6-29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7-03 
招商银行：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 

2018-07-05 
招商银行：2017年年度 A 股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 

2018-07-07 
招商银行：关于付刚峰先生副董事长任职

资格核准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33745FA2E90&id=911083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33745FA2E90&id=911083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1E5EBB42E8D&id=911075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BA9B2EF2E8D&id=911074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218372B31A8&id=911933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704A6FD415E&id=916882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44BD7E44A4C&id=922039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44BD7C64A4C&id=922038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44BD7C64A4C&id=922038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44BD7C04A4C&id=922038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8B7D0874A4C&id=9220381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8B7D0874A4C&id=9220381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F5B788A4EC4&id=923023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F5B788A4EC4&id=923023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EE5966D4EC4&id=923023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55BCEB05432&id=924500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55BCEB05432&id=924500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596E6255504&id=924817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596E6255504&id=924817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87AA7E15CE3&id=9268123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1B61D845F56&id=927696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1B61D845F56&id=927696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21B78A35F56&id=927696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21B78A35F56&id=927696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639EA995F41&id=9276711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D93D1EF6010&id=927937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64BFCFE6327&id=928854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64BFCFE6327&id=928854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1A09D666575&id=929696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04FB21E66AFC&id=932107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F3901FD6C73&id=9334202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F3901FD6C73&id=9334202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3C11B8F6E1F&id=934196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3C11B8F6E1F&id=934196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289F3B5747A&id=936816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289F3B5747A&id=936816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2FF9FB67602&id=937324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B23CCB879F8&id=938267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A7D0C8479F8&id=938267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1191CF8F7ABC&id=938478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60642CB7DE8&id=939505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60642CB7DE8&id=939505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90397FE7F74&id=940224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90397FE7F74&id=940224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384FCBB80F3&id=940835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384FCBB80F3&id=94083568&type=1


 

2018-07-14 招商银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2018-07-14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7-14 
招商银行：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的公告 

2018-07-18 招商银行：关于职工监事辞任的公告 

2018-07-20 
招商银行：关于增补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的公告 

2018-07-25 招商银行：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018-07-28 
招商银行：关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完

成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8-08-14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8-18 招商银行：关于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2018-08-25 招商银行：2018年半年度报告 

2018-08-25 招商银行：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08-25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08-25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8-08-25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9-06 
招商银行：关于对次级债券行使赎回选择

权的公告 

2018-09-07 招商银行：关于股东完成权益变动的公告 

2018-09-11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8-09-11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和选聘董事

的独立意见 

2018-09-11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9-20 
招商银行：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9-28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09-29 招商银行：关于全资子公司更名的公告 

2018-10-09 招商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2018 年修订) 

2018-10-09 
招商银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8年修

订) 

2018-10-09 招商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2018 年修订) 

2018-10-09 招商银行：公司章程(2018 年第二次修订) 

2018-10-09 
招商银行：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获中国银保

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8-10-16 招商银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2018-10-19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10-23 
招商银行：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8-10-23 
招商银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

件 

2018-10-25 
招商银行：关于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核准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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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1 招商银行：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31 招商银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0-31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10-31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10-31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独立意见 

2018-10-31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11-08 
招商银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2018-11-08 
招商银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2018-11-10 
招商银行：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 

2018-11-13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11-20 
招商银行：关于 2018年第一期二级资本

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2018-11-28 招商银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2018-11-28 
招商银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2018 年修订) 

2018-11-28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12-11 招商银行：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2018-12-11 
招商银行：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的

公告 

2018-12-14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12-14 招商银行：H 股公告 

2018-12-25 招商银行：股权事务管理办法 

2018-12-25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8-12-29 招商银行：关于股东完成权益变动的公告 

2019-01-24 招商银行：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019-02-02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9-02-02 招商银行：关于副行长辞任的公告 

2019-03-01 招商银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2019-03-02 招商银行：关于股东监事辞任的公告 

2019-03-12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9-03-16 招商银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2019-03-21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9-03-21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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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1 招商银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及相

互评价报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报告摘要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含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及附注) 

2019-03-23 招商银行：2018 年度报告 

联席保荐机构认为，招商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能够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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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银行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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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的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