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编号：2021-06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3日（周五）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9月3日9:15—15:00。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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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7,978,506,0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065,192,579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913,313,4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0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3.0974%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9.9046%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1、董事出席情况：张纳沙、邓舸2位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姚飞、刘小腊、李双友、

蒋岳祥、肖幼美、白涛、郑学定7位董事以电话方式出席。 

2、监事出席情况：何诚颖、张财广2位监事以现场方式出席，监事冯小东先生以电话

方式出席。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7,978,290,944 99.9973% 163,100 0.0020% 52,000 0.0007% 通过 

2.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管理办法的议

案 

7,978,290,944 99.9973% 163,100 0.0020% 52,000 0.0007%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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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的议案 
1,105,089,780 99.9805% 163,100 0.0148% 52,000 0.0047% 

2.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

的议案 

1,105,089,780 99.9805% 163,100 0.0148% 52,000 0.0047% 

3、关于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本次修订后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相关备案、

登记等手续。 

（二）累积投票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比例 是否当选 

3.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非独立董事 

3.01 张纳沙 7,977,865,183 99.9920% 是 

3.02 邓  舸 7,976,966,099 99.9807% 是 

3.03 姚  飞 7,974,458,190 99.9493% 是 

3.04 刘小腊 7,975,592,799 99.9635% 是 

3.05 李双友 7,974,853,399 99.9542% 是 

3.06 赵  军 7,975,592,699 99.9635% 是 

4.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4 

4.01 白  涛 7,977,017,472 99.9813% 是 

4.02 郑学定 7,977,115,699 99.9826% 是 

4.03 金  李 7,978,318,547 99.9976% 是 

5.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 李保军 7,978,308,549 99.9975% 是 

5.02 张财广 7,974,329,778 99.9477%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比例 

3.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非独立董事 

3.01 张纳沙 1,104,664,019 99.9420% 

3.02 邓  舸 1,103,764,935 99.8607% 

3.03 姚  飞 1,101,257,026 99.6338% 

3.04 刘小腊 1,102,391,635 99.7364% 

3.05 李双友 1,101,652,235 99.6695% 

3.06 赵  军 1,102,391,535 99.7364% 

4.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4.01 白  涛 1,103,816,308 99.8653% 

4.02 郑学定 1,103,914,535 99.8742% 

4.03 金  李 1,105,117,383 99.9830% 

5.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 李保军 1,105,107,385 99.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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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张财广 1,101,128,614 99.6222% 

3、关于累积投票议案的相关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和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时生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未有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情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未有监事在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有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支毅、曾雪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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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1、张纳沙女士 

张纳沙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9年12月，硕士。

张纳沙女士曾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深

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2021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 

张纳沙女士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张纳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2、邓舸先生 

邓舸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8年9月，硕士。邓舸

先生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政务司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处副主任科员、办

证处主任科员、司法协助处主任科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

公司治理监管处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监管二处调研员、

并购重组委工作处处长、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等职务。现

任公司董事、总裁，兼任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

理事、上诉复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

证券业协会经纪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20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 

邓舸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邓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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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

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3、姚飞先生 

姚飞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7年9月，博士，教授

级高级经济师。姚飞先生曾任大庆石油管理局技术开发实业公司职员，大庆石油

管理局经济研究所助工、经济师，大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

主任、企业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经营管理处经济研究室负责人、股权管理科负

责人、科长、财务资产部经理助理、兼任资本运营室主任、投资管理部筹备组副

组长、资本运营部副经理、财务资产部副经理、兼任内控体系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兼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并兼任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海通昆仑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长、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丝路发展基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

司董事长、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董

事、深圳投控湾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深圳投控发展合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深圳投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深

圳投控中证信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北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8月起任公司董事。 

姚飞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姚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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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4、刘小腊先生 

刘小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0年1月，博士。刘小腊

先生曾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交易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兼同业金

融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同业金融总部常务副总经理兼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佛山分

行党委书记，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行长，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兼

任深圳红树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10月起任公司董事。 

刘小腊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刘小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华润深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5、李双友先生 

李双友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8年12月，大学学

历，高级会计师。李双友先生曾任玉溪卷烟厂计财统计科科员，云南红塔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财务科科长、副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现任云南合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白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企业管

理分公司负责人、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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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红塔特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2015年11月起任公司董事。 

李双友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李双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云南合

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6、赵军先生 

赵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8年12月，硕士。赵

军先生曾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境外投资部副主任；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养老金管理部副主任。 

赵军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赵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

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 

1、白涛女士 

白涛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5年3月，博士。白涛

女士曾任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律师；现任北京

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律师，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博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朝阳区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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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2016年12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白涛女士确认，截至本公告日，白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

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2、郑学定先生 

郑学定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3年6月，硕士。郑

学定先生曾任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现任赣州龙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甬兴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2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郑学定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郑学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3、金李先生 

金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0年12月，博士。金

李先生历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员，哈佛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哈佛商学院

金融学副教授，牛津大学金融学终身教职正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讲席教

授，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经济委

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金李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金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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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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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一、股东代表监事 

1、李保军先生 

李保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4年1月，本科。李

保军先生曾任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秘书长、光明新区党工委委员、纪工

委书记、深圳市纪委委员等职务。2017年11月加入公司，现任深圳市纪委监委

驻国信证券纪检监察组组长，公司党委委员。 

李保军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李保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2、张财广先生 

张财广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2年7月，博士、会

计师。张财广先生曾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经理、经理助

理兼北京城建中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等职务；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监事，深圳市中

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二十一世纪空

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城建（芜湖）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城建三期开发建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北京市中科

远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4月起任公司监事。 

张财广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张财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二、职工代表监事 

1、洪伟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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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伟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64年9月，硕士，审

计师。洪伟南先生曾任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员工、证

券发行科经理；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发行部副经理、投资银行一部总经理；国

信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国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信证券深圳

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发展科经理，国信证券稽核审计部高级经理、监察稽核总部

高级经理、主任审计师、稽核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监察稽

核总部总经理，工会常委，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洪伟南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洪伟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姚飞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7年9月，博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姚飞先生曾任大庆石油管理局技术开发实业公司职员，大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助工、经济师，大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企业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经营管理处经济研究室负责人、股权管理科负责人、科长、财务资产部经理助理、兼任资本运营室主任、投资管理部筹备组副组长、资本运营部副经理、财务资产部副经理、兼任内控体系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兼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并兼任昆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