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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25 日 上午 9:30 

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77号贵阳银行大厦 5楼 1 号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召 集 人：本行董事会 

 

一、 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二、 审议议案 

三、 提问交流 

四、 宣布出席会议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五、 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六、 对议案投票表决 

七、 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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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会议秩序和议事效

率，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本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及其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会议开始后

应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尊重和维护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保障大

会的正常秩序。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表决权、发言权、

质询权等权利。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权登记日（即 2019 年 7月

19 日）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 50%的股东，

其投票表决权将被限制；股权登记日（即 2019 年 7 月 19 日）在本行

授信逾期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权将被限制。 

五、股东需要发言或提问的，需先经会议主持人许可。股东发言

或提问时应首先报告姓名（或所代表股东）及持有股份数额。股东发

言或提问应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相关，每一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两次，

每次发言原则上不超过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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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集中回

答股东的问题。股东发言、提问时间和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

回答问题时间为不超过 20 分钟。 

七、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现场投票方法：每项议案逐项表决，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

应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栏中选择其一划“√”，未填、错

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视为“弃权”。网络投票方法：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

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一种，若同一表决权出现现场和

网络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现场投票结果将与网络投

票结果合计形成最终表决结果，并予以公告。 

八、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4 和议案 5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现

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

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九、本行董事会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十、本行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

东大会股东的住宿和接送等事项，平等对待所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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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张正海先生为贵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到龄退休原因，陈宗权先生辞去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行”）董事长、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代

行行长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则以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行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提名张正海先生为本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本行第四届

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提名张正海先生为本行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现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张正海先生为本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张正海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报监

管部门进行核准。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张正海先生简历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 月 25日 

 

会议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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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张正海先生，汉族，籍贯河南延津县，出生于 1965 年 11 月，中

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本行党委书

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内审处系统审核科交流干部，中国人

民银行铜仁地区分行稽查科副科长（正科级），中国人民银行毕节地

区中心支行行长助理，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党委委员、行

长助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铜仁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财务会计处处长，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法人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处处长，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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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夏玉琳女士为贵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则以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贵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夏玉琳女士为本行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同意提名夏玉琳女士为本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夏玉琳女士为本行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夏玉琳女士的任职资格尚需报监

管部门进行核准。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夏玉琳女士简历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 月 25日 

 

 

会议议案二 

3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件 

 

夏玉琳女士，汉族，籍贯贵州贵阳，出生于 1971 年 6 月，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现任本行党

委副书记、副行长。曾任贵州省水城钢铁（集团）公司炼钢厂财务科

会计，贵州省水城钢铁（集团）贵阳运输机械厂财务科会计、副科长，

贵阳市商业银行稽核审计部副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贵阳市商业银行金城支行行长，贵阳银行金城支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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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喻世蓉女士为贵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则以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贵州乌江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提名喻世蓉女士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同意提名喻世蓉女士为本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喻世蓉女士为本行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喻世蓉女士的任职资格尚需报监

管部门进行核准。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喻世蓉女士简历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 月 25日 

会议议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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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喻世蓉女士，汉族，籍贯四川巴县，出生于 1976 年 11月，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贵州乌江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金融事业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贵阳

市中西支行信贷科科员，贵州省基本建设投资公司员工，贵州省开发

投资公司员工，贵州省习水鼎泰能源开发公司总经济师，贵州开投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多彩贵州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贵州新

联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贵州乌江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

财务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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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购买中天集团开发

的贵州金融城东一塔写字楼作为总行新办公大楼。现新办公大楼装修

工作即将完工，本行将在装修工程竣工，安防和消防验收通过后，迁

入新办公大楼营业办公。迁入新办公大楼涉及变更本行住所地址，修

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本行住所地址 

本行原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77 号。 

现拟变更为： 

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融商务区东区东一

塔（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最终登记的住所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第五条原为： 

第五条  本行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77 号，邮政

编码：550004。 

现拟修订为： 

第五条  本行住所：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

融商务区东区东一塔，邮政编码：550081。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无变化。 

会议议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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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根据房

屋产权证办理实际情况对最终住所地址等相关信息作相应调整，并办

理监管报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宜。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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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长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决议有效期 

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17 年 5 月召开

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方案的议案》，同意调整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规模，

并将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调整为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2018 年 7月 24日，中国人民银行核准本行发行绿色金融债

券的申请，同意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80 亿元

人民币的绿色金融债券，核准额度在决定书发出 2 年内有效。2018

年 8 月 29 日，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 50亿元绿色金

融债券，截至目前，核准额度中尚有 30 亿元绿色金融债券未发行，

本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已到期。 

    基于上述情况，建议将发行本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及本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授权有效期均调整为

自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24个月。 

    除延长本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决议的有效期、授权有效期外，本

次债券发行方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议案已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会议议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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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决议自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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