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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6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 18 号本行总行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1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6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3,288,559,221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8,703,874,7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4,584,684,453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因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

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9.515356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5.3481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72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出席 14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7 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82,209,339 99.966054 33,560,614 0.010712 72,789,268 0.023234 



 

2、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82,287,838 99.966079 33,570,914 0.010715 72,700,469 0.023206 

 

3、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081,494,018 99.933906 134,364,634 0.042888 72,700,569 0.023206 

 

4、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84,009,420 99.998548 2,945,700 0.000940 1,604,101 0.000512 

 

5、议案名称：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55,863,406 99.989564 27,661,214 0.008829 5,034,601 0.001607 

 

6、议案名称：选举梁高美懿女士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59,857,007 99.958919 107,928,313 0.034450 20,773,901 0.006631 

 

梁高美懿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7、议案名称：选举刘守英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2,957,358,058 99.894282 310,465,962 0.099099 20,735,201 0.006619 

 



刘守英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8、议案名称：选举郭雪萌女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63,781,046 99.992091 4,303,274 0.001374 20,474,901 0.006535 

 

9、议案名称：选举李蔚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8,215,268,666 98.380633 5,051,757,460 1.612494 21,533,095 0.006873 

 

李蔚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10、议案名称：选举邓丽娟女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16,560,998 99.977019 45,525,540 0.014531 26,472,683 0.008450 

 

邓丽娟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行监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11、议案名称：修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2,247,590,970 96.475783 8,741,197,195 2.790143 2,299,771,056 0.734074 

 

12、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64,643,778 99.960447 50,745,574 0.016198 73,169,869 0.023355 

 

13、议案名称：2022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080,916,927 99.933722 187,832,593 0.059955 19,809,701 0.006323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 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35,098,256,377 99.991491 2,890,700 0.008235 96,100 0.000274 

5 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 

35,081,247,363 99.943034 16,469,214 0.046919 3,526,600 0.010047 

6 选举梁高美

懿女士继续

担任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

事 

35,063,760,599 99.893216 33,527,678 0.095517 3,954,900 0.011267 

7 选举刘守英

先生继续担

任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 

35,058,654,292 99.878668 38,672,685 0.110175 3,916,200 0.011157 

8 选举郭雪萌

女士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

董事 

35,093,089,003 99.976770 4,248,274 0.012103 3,905,900 0.011127 

9 选举李蔚先

生继续担任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执行

董事 

34,399,205,739 97.999964 698,131,438 1.988908 3,906,000 0.01112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 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袁冰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袁冰玉律师见证，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