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我

们对《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

行了审阅，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2020 年，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按照内部控制

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能够

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有效控制和监督作用，并且能够促进公司经营管

理活动协调、有序运行。公司关于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我们同意《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

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1.以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5,039,944,5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人民币 2,503,994,456.00 元。

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271,475,374.34 元结

转下一年度。 

2.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以

港币向 H 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

准汇率计算。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会[2005]120 号）的要求，经认真

审阅公司有关资料，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对公司报告期内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

况发表如下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1.控股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

况。 

2.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与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

955,732.72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科目名称 

期末账面 

余额 

期初账面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中央汇金及其附属

企业 

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应收款项 6,924.17 7,017.65 

交易单元席位

租赁收入、债

券分销收入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216.44 500,108.22 

借款及借款利

息 

宏源汇智投资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8,404.06 233,506.63 

借款及借款利

息 

宏源恒利 (上海 )实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147.75 90,551.51 

借款及借款利

息 

申万宏源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40.30 10,010.55 

借款及借款利

息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0,090.41 

借款及借款利

息 

合计  
 

955,732.72  891,284.97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2019 年 3 月 21 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宏源恒利（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额度内，为子公司宏源恒利（上海）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恒利”）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湾支行、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二支

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为宏源恒利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签署合同，提供共计额度为人民币 7 亿

元整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为宏源恒利

提供担保 9 笔，已到期归还借款 3 笔，还在实施过程的担保 6 笔。报

告期末，公司为宏源恒利对外融资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4,488.37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7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三、独立意见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情况。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经认可的为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任何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的签

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

阅了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公司衍生品投资情况的有关资料，现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已获得相关业务资格，可以开展相关业务，报

告期内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业务时能够按照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及中金所的要求，规范运作。截至报告期末，利

率衍生工具持仓合约金额人民币 1,352.97 亿元，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

产的 150.18%；权益衍生工具持仓合约金额人民币 1,407.44 亿元，占

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156.22%；商品衍生工具持仓合约金额人民币

418.37 亿元，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46.44%；信用衍生工具持仓合

约金额人民币 2.80 亿元，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0.31%。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衍生品投资业务的开展符合相关监管要求，风险可控。 

此项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况。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衍

生品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申万宏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基于业务发展

和经营需要，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开展效率，属于正常交易行为，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

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同意按照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将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相关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参考

市场价格或行业惯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此事项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预计，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1-2023 年）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

议，审议了《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1-2023 年）》，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兼顾了股东取得合理投

资回报的意愿和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明确了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的原则、方式、时间间隔、条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审批

程序等，增加了股利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保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

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对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审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储晓明先生、杨文清先生、黄昊先生、

葛蓉蓉女士、任晓涛先生、张宜刚先生、朱志龙先生，独立董事候选

人杨小雯女士、武常岐先生、陈汉文先生、赵磊先生的个人履历，认

为其任职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

止和限制的情形，具备与其职位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作出的决议，并同意将

此十一位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

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叶  梅          谢  荣          黄丹涵          杨小雯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