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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911,461 14,630,230 -73.26% 存放同业款项减少

拆出资金 17,880,371 3,150,072 467.62% 拆出资金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103,166 - 本年新增 衍生金融资产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2,593,100 -100.00% 买入返售债券业务减少

应收利息 不适用 2,774,976 不适用 报表披露格式变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5,495,661 2,050,163 2,606.89%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债权投资 176,005,459 不适用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其他债权投资 21,220,488 不适用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58,553,823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99,789,149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应收款项类投资 不适用 58,118,773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建工程 154,358 - 本年新增 在建工程增加

其他资产 1,383,381 1,031,982 34.05% 抵债资产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30,234,603 789,337 3,730.38% 中期借贷便利业务增加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0,283,528 7,710,439 33.37% 同业存放款项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9,308 - 本年新增 衍生金融负债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5,933,834 11,169,065 42.66% 卖出回购债券业务增加

应付利息 不适用 3,827,913 不适用 报表披露格式变更

预计负债 46,473 - 本年新增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其他负债 904,607 682,056 32.63% 清算负债增加

3.3.3�主要资产项目

（一）贷款

1.产品类型划分的贷款（不含应计利息）结构及贷款质量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率 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率

企业贷款和垫款

贷款和垫款 161,202,714 2,841,976 1.76% 130,966,339 2,355,147 1.80%

贴现 4,524,032 - - 6,005,993 - -

贸易融资 161,431 - - 11,578 - -

小计 165,888,177 2,841,976 1.71% 136,983,910 2,355,147 1.72%

个人贷款和垫款

个人购房贷款 60,453,763 148,884 0.25% 45,657,884 119,532 0.26%

个人消费贷款 470,776 94,409 20.05% 635,560 118,330 18.62%

个人经营贷款 1,552,523 211,857 13.65% 1,252,299 252,128 20.13%

信用卡透支 2,665,200 7,392 0.28% 1,300,218 8,545 0.66%

小计 65,142,262 462,542 0.71% 48,845,961 498,535 1.02%

合计 231,030,439 3,304,518 1.43% 185,829,871 2,853,682 1.54%

2.报告期末，贷款（不含应计利息）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千元

行业

2019年12月31日

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率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467,713 287,298 0.6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7,662,215 - -

房地产业 23,170,941 4,315 0.02%

制造业 13,785,745 875,942 6.35%

建筑业 9,779,206 938,716 9.60%

批发和零售业 7,655,168 372,879 4.8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415,024 607 0.0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090,389 12,500 0.21%

教育 3,887,533 13,000 0.33%

采矿业 2,503,788 191,390 7.6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349,210 -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93,380 -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18,504 8,040 0.5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55,973 13,963 1.21%

住宿和餐饮业 1,040,324 61,582 5.9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71,544 61,744 10.80%

农、林、牧、渔业 509,444 - -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8,044 - -

个人贷款 65,142,262 462,542 0.71%

贴现 4,524,032 - -

合计 231,030,439 3,304,518 1.43%

3.报告期末，贷款（不含应计利息）按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千元

项目 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余额 不良贷款率

成都 173,115,383 2,352,765 1.36%

其他地区 57,915,056 951,753 1.64%

总计 231,030,439 3,304,518 1.43%

4.报告期末，贷款（不含应计利息）按担保方式分布情况

单位：千元

担保方式 2019年12月31日 占比

信用贷款 74,616,752 32.30%

保证贷款 45,151,015 19.54%

抵押贷款 96,021,508 41.56%

质押贷款 15,241,164 6.60%

合计 231,030,439 100.00%

5.全行前十名贷款（不含应计利息）客户情况

单位：千元

借款人 行业 贷款余额 五级分类 占贷款总额比例 占资本净额比例

客户A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700,000 正常 0.73% 3.07%

客户B 房地产 1,347,000 正常 0.58% 2.43%

客户C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00,000 正常 0.56% 2.34%

客户D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39,312 正常 0.54% 2.24%

客户E 房地产 1,200,000 正常 0.52% 2.16%

客户F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74,000 正常 0.51% 2.12%

客户G 制造业 1,172,640 正常 0.51% 2.11%

客户H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55,000 正常 0.50% 2.08%

客户I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50,000 正常 0.50% 2.07%

客户J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50,000 正常 0.50% 2.07%

合计 12,587,952 5.45% 22.69%

注：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为3.07%，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为22.69%。 （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单位：千元

品种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债券 0 - 2,593,100 100%

合计 0 - 2,593,100 100%

（三）投资情况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交易性金融资产 55,495,661 21.96% 2,050,163 0.94%

债权投资 176,005,459 69.64% 不适用 -

其他债权投资 21,220,488 8.40% 不适用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 58,553,823 26.79%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 99,789,149 45.67%

应收款项类投资 不适用 - 58,118,773 26.60%

合计 252,721,608 100.00% 218,511,908 100.00%

3.3.4�主要负债项目

（一）存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存款余额3,867.19亿元，较年初上升9.77%；其中活期存款1,971.34亿元，定期

存款1,790.43亿元。 详细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其中：公司存款 159,065,439 159,433,178

个人存款 38,068,379 38,254,346

定期存款

其中：公司存款 81,093,100 71,134,210

个人存款 97,950,291 77,612,159

保证金存款 4,996,878 5,375,630

财政性存款 203,579 233,065

汇出汇款、应解汇款 364,343 249,691

应计利息 4,977,252 不适用

合计 386,719,261 352,292,279

（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款项余额102.84亿元，较年初增加33.37%。具体情况

见下表：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境内同业 741,461 758,985

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9,478,814 6,917,844

境外同业 34,120 33,610

应计利息 29,133 不适用

合计 10,283,528 7,710,439

（三）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159.34亿元，较上年增加42.66%，主要由于卖出回购

业务规模增加。

四．财务报告情况说明

4.1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4.1.1�会计准则变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

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

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主要影响为调增未分配利润39,785千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13,004千元。

（2）其他会计准则

2019年5月， 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分别自2019年6月10日和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

发生的业务，应根据上述准则进行调整。 本集团实施上述两项准则对集团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4.1.2�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变更

根据财政部2018年12月修订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36号)，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开始的会计年度起采用修订后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

报表，本集团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据。上述修订的采用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

重大影响。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不适用

4.3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4.4�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对涉及事项做出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晖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1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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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总部5楼1号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要求，新任董事杨钒先生须待监管部门核准其任

职资格后方可履职，本次会议不能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3名，现场出席董事4名，电话连线

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王晖董事长主持。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何维忠先生、郭令海先生、游祖刚先生、杨蓉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基于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

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关于成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已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经

公司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维忠先生、郭令海先生、游祖刚先生、杨蓉女士回避表决，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披露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3.01�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02�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03�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资本及杠杆率信息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如下：

（一）按2019年度审计后净利润10%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共计人民币55,467万元；

（二）根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按年末风险资产1.5%的比例差额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共计人民币130,018万元；

（三）以总股本3,612,251,334股为基数，按下述方案分配现金股利：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4.2元（含

税），共计人民币151,715万元。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 与高质量发展的管理要求，基于当前经济金融环境、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全体

股东的长期合理投资回报、留存利润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以及持续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等因素，作出

本次现金分红预案。2019年度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用于充实资本水平，以保持较高资本质量和资

本充足率水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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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

关法律、法规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

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披露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

为： 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和

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披露的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15成都银行二级”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根据本期债券发行文件条款，在报四川银保监局批准后，于2020年8月13日按面值一次性全部

赎回本期债券。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与关联方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杨蓉女士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所界定的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

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

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关于本行与关联方成都

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经公司非关联

董事审议通过，董事杨蓉女士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日披露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召开本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时间、议程安排等事项授权本行董事长确定。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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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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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总部5楼1号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7名，现场出席监事6名，电话连线出席监事1名。会议由监事长孙波

先生主持。 董事会秘书罗铮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当期

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本次监事会会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当期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本次监事会会议之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的要

求以及平衡股东短期和中长期利益等因素，且制定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15成都银行二级”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评价意见纳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监事会及其成员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评价意见纳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评价意见纳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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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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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正常经营需要，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对关联方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融城” ）新增投资授信额度6亿元。 由关联方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交子金控）提供保证担保。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成都金融城、成都交子金控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均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金融服务业务，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拟对关联方成都金融城新增投资授信额度6亿元，债券投资期限不超过5年，投资收益率按照市场化

原则确定，拟投资债券由关联方成都交子金控提供保证担保。

成都交子金控持有本公司18.06%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成都金融城成立于2009年5月，注册资本474859.370814万元，住所位于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3号楼11层，法定代表人夏捷。 成都金融城营业范围为城市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风险投资和其他项目投资、项目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及咨询；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及经

营，物业管理服务。根据2019年9月底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显示，成都金融城合并总资产145.54亿元，合并总

负债102.19亿元， 资产负债率70.21%，2019年1-9月金融城实现合并营业收入9753万元， 合并净利润

4127万元。

本公司原董事苗伟先生（已于2020年3月10日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曾兼任成都金融城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根据工商查询，苗伟先生已于2020年3月19日起不再担任成都金融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及10.1.5条、10.1.6条有关规定，成都金融城为公司关联法人，

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成都交子金控成立于2008年9月，注册资本50亿元，住所位于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高

新孵化园，法定代表人方兆。 股东为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国资委” ）出资30亿

元，成都市协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协成公司” ）出资20亿元，实际控制人为成都市

国资委。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资本经营，风险投资，资产经营管理等。根据2019年

9月底未经审计合并报表显示， 金控集团合并总资产592.81亿元， 合并总负债370.87亿元， 资产负债率

62.56%。 2019年1-9月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25.53亿元，合并净利润8.12亿元。

成都交子金控持有本公司18.06%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有关规定，成都交子金控为公司关联法人，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成都金融城及成都交子金控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符合本公司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相关规定，业务流

程符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要求。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金融业务，对本公司

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成都金融城及成都交子金控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合作内容属于本公司与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所界定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次合作中，与成都金融城的新增投

资授信额度6亿元，已纳入本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本次预计合作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68%，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成都金融城关联交易的累计总额9亿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2.53%，均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同时，该

笔交易由关联方成都交子金控提供保证担保，超出本公司2019年度与成都交子金控非授信类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本次担保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68%，过去12个月内，由成都交子

金控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累计总额15.5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35%，均未达到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以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应提交董事会审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杨蓉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

见如下：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

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关于本行与关联方成都金融城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经公司非关联董事审议通

过，董事杨蓉女士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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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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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8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何维忠先生、郭令海先生、游祖刚先生、杨蓉女士回避表

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公司基于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对2020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交易内容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

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同意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何维忠先生、郭令海先生、游祖刚先生、杨蓉女士应按规定

予以回避。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

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 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已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经公司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号 关联方名称

2019年度预计额度 2019年预计额度使用金额 2020年度预计额度

2020年计划开

展的业务关联交易

业务类型

授信类 非授信类 授信类 非授信类 授信类 非授信类

1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贷款、债券投资、

非债券金融产品

（融资类）等

20

5亿元人民币、

3000万美元

25

贷款、债券投

资、非债券金

融产品（融资

类）等

担保等 10 2 20

担保、债券承

销费等

2

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债券投资、

非债券金融产品

（融资类）等

15 18

贷款、债券投

资、非债券金

融产品（融资

类）等

担保等 10 10

担保、债券承

销费等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金融城投

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计

35 20

5亿元人民币、

3000万美元

2 43 30

3

国浩集团及其关联企

业

贷款、债券投资、

非债券金融产品

（融资类）等

19 19

贷款、债券投

资、非债券金

融产品（融资

类）等

4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贷款、债券投资、

非债券金融产品

（融资类）等

6 5

贷款、债券投

资、非债券金

融产品（融资

类）等

委托贷款手续费

等

0.01 1

委托贷款手续

费等

5

成都工投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贷款、债券投资、

非债券金融产品

（融资类）等

2 4

贷款、债券投

资、非债券金

融产品（融资

类）等

担保等 1

6

成都工业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等 10 3

贷款、债券投

资、非债券金

融产品（融资

类）等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都工投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成都工业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合

计

8 11.01 0 0 12 1

7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担保等 0.5 6

理财产品、结

构性存款、平

台服务费等

8

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同业拆借等 15 15 15 同业拆借等

9

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

限责任公司

同业借款等 25 25 25 同业借款等

10 关联自然人 贷款等 2 0.02 1 贷款等

合计 104 31.51

45.02亿元人民

币、3000万美元

2 115 37

注：

1.本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仅针对证监会及上交所口径关联法人，不含银保监会口径关

联法人；

2.“2019年预计额度使用金额” 指本行2019年内新审批的交易额度，不包含往年已完成审批的业务

在2019年的发生金额，不包含截至2018年末已发生的存量交易余额；

3.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本行在2020年内计划新审批的交易额度，不包含往年已完成审

批的业务在2020年的发生金额，不包含截至2019年末已发生的存量交易余额；

4.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仅为本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计划发生金额，不构成本行对客户的授

信或交易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业务风险层面需同时满足监管及本行风险限额、贷款

集中度等管理要求，实际发生的交易方案本行以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批复为准；

5.本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有效期，自本议案经本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行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为止。

二、关联法人介绍

（一）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2008年9月成立的成都市市属大型国有企业，以市场化、专业化、

集聚化运作地方资本为特征，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营为投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资本经

营、风险投资、资产经营管理及金融创新等。 公司注册地址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高新孵化园，注册

资金人民币50亿元，分别由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30亿元，成都市协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20亿元。 法定代表人：方兆；实际控制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成都市政府授权，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承担对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责任。 根据《市国资委关于

同意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的批复》（成国资批〔2018〕80号），公司名称由“成都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为“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并于2019年1月8日获得成都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二）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49332.114637万元，注

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天府大道北段966号3号楼11层，法定代表人夏捷。公司营业范围

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风险投资和其他项目投资、项目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及咨询；土地整理、房地产

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服务。 房地产三级资质。 金融城公司目前职责主要包括三方面：天府国际金融中心

运营、金融城总部商务区土地整治、房地产开发。

（三）国浩集团有限公司

国浩集团有限公司为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一家投资控股及投资管理公司，矢志为股东

实现长远之可持续回报，并且创造宝贵的资本价值。国浩经营之附属公司及投资业务主要位于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及英国。 国浩四项核心业务分别为自营投资、物业发展及投资、酒店及

休闲业务，以及金融服务。

（四）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2月，注册资金为12.017亿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晖。 公

司股权结构：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8.02744亿元，占股66.8%；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98956亿元，占股 33.2%。 公司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38号2栋3层314号。 法定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资本运营、企业产权转让、租赁、承包、出售、投资经营、投资咨询。

（五）成都工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原成都工投利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工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4日，注册资金10000万人民币，公司法定代表人：车

平。公司股权结构：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公司注册地：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天府

大道南段2039号25栋1层101号。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与贸易合同相关的应

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账管理；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客户资信调

查与评估；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融资咨询服务。 2019年3月20日，公司名称由“成都工投利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更名为“成都工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

（六）成都工业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工业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注册资金为1亿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晓群。

公司股权结构：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1亿元，占股100%。 公司注册地址：成都市红石柱横街10

号。 法定经营范围产业项目投资与经营、投资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

等金融活动）；销售机电产品（不含汽车）及原辅材料、钢材、钢管、有色金属，融资性租赁、企业资产重组

与咨询服务、技术开发及咨询；房屋租赁；贸易经纪与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建筑装饰和装

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停车场管理（不含闲置土地）、酒店管理、住宿及餐饮服务，旅行社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是国内首家“A+H” 出版传媒企业。 注册资金

12.33841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何志勇，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国资委，第一大股东为四川新华发

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5.91%，公司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239号4栋1层1号。 公司经

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销售；音像制品批发（连锁专用）；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制作；录音

带、录像带复制；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等。

（八）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30日，注册资本为331,963�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办理存、

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银行卡业务；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同业拆借；买卖、代理外汇买卖；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以上项目，凭行业许可证部门有效资质经营）。

（九）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26日，是经中国银保监会（原中国银监会）批准

成立的全国首批试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初始注册资本为3.2�亿元，2018年10月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

4.2亿元，现有股东为成都银行、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丰隆银行及浩泽

净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办理信贷资

产转让；境内同业拆借；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代理

销售与消费借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经监管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求分析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均基于与相关客户原有的合作基础，以及对本公司业务发展的合理预期，预计

金额及所涉及交易内容符合业务实际需求。

四、关联交易公允性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公平交

易，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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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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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月

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安永华明总部设

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自成立以来，已先后在

上海、广州等地设有19家分所。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

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安永华明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资格、从事H股企业审计资格，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在证券业务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

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2.�人员信息

安永华明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拥有从业人员7,974人， 其中合伙人162

人、执业注册会计师1,467人，较2018年12月31日增长302人。 安永华明拥有具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

的执业注册会计师逾1,000人。

3.业务规模

安永华明2018年度业务收入389,256.39万元，净资产47,094.16万元。 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客户共计74家，收费总额33,404.48万元，资产均值人民币5,669.00亿元，主要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保险已

涵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等。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没有受到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曾于2020�年2�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江苏监管局对安永华明及相关责任人出具的﹝2020﹞21号警示函，以及于 2020� 年2月24�

日由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对安永华明出具的﹝2020﹞36�号警示函，相关事宜对其服务本公司不构成任

何影响。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师宇轩先生,�现任安永华明合伙人，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自2004年开始在事务所

从事审计相关业务服务，有逾15年执业经验，在银行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上市审计等方面具有逾15年

的丰富经验。

（2）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顾珺女士,�现任安永华明合伙人，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自1991年开始在

事务所从事审计相关业务服务，有逾28年执业经验，在银行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上市审计等方面具有

近20年的丰富经验。

（3）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①拟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同项目合伙人。

②拟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许旭明先生,�现任安永华明合伙人，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自2000年开始

在事务所从事审计相关业务服务，有逾20年执业经验，在银行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上市审计等方面具

有逾20年的丰富经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本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且近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

况。

（三）审计收费

2020年度审计费用拟不超过人民币440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拟不超过330万元，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拟不超过110万元），与2019年度审计费用持平。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第34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对

安永华明的基本情况、执业资格、人员信息、业务规模、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记录等进行了充分

了解和审查，认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公司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同意上述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

进行独立审计，较好地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同意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和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决

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以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为公司提供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

务。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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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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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2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中明确。

●在实施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综合考虑当前经济金融环境、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全体股东的长期合理投资回报、留存利润增强风

险抵御能力以及持续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等因素，本年度公司拟分派普通股现金股利为15.17亿元，

占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27.33%。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为554,674万元，经董事会审议，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按照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554,674万元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55,467万元。

2、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按照公司风险资产的1.5%差额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130,018万元。

3、 以公司2019年末普通股总股份数361,225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

4.2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151,715万元。 上述分配方案执行后，结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

年度分配。

上述方案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55,090万元，拟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151,715万元，占

本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27.33%。 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1、持续提升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回报。 近三年来，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长，

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55,090万元，较上年增长19.40%，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4.2元

（含税），较上年增长20%，现金分红增幅与净利润增幅相当。 现金分红比例为27.33%，较上年度有所提

高。

2、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银行业经营及风险管理均面临压力。2020年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叠加新冠疫情冲击，银行业面临增速放缓，资产质量下滑等挑战。

3、确保公司的内部资本积累与业务发展战略相适应，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公司的现

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资本规划，以保证业务健康发展、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综上，公司董事会制定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2019年度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用于充实公司的

资本水平，以保持较高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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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

规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兼顾了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监事会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监管部门对资

本充足的要求以及平衡股东短期和中长期利益等因素，且制定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上接B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