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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时，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8、关于公司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无条件和一般性授权，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

公司需要，决定发行、配发及处理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时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20%之新增股份，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为完成该等事项批准及签署必要文件、向有关机关提出所有

必需的申请手续和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具体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给予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相关期间（定义见下文）无条件和一般性授权，根

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决定发行、配发及处理公司H股股本中之额外股份，及就该等股份订立或授予发

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

（2）由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批准配发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不论是否依据

购股权或其他原因配发）的H股的面值总额不得超过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H

股总面值之20%；

（3）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时制定并实施具体发行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拟发行的新股类别、定价方式和/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

及募集资金投向等，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期间，决定是否向现有股东配售；

（4）授权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一般性授权下的发行事宜聘请中介机构；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

取或有关的一切行为、契据、文件及其它相关事宜；审议批准、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修改及代表公司

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配售承销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5）授权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修改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

的与发行相关的法定文件。 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向香港及/或任

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区（如适用）的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6）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在发行新股后增加注册资本及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中涉及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7）授权董事会在获得以上所载各项授权的前提下，除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外，将上述第（四）、第（五）项的授权事项转授予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相关制度和工作流程

办理。

授权期限：

除董事会于相关期间就发行H股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

可能需要在相关期间结束后继续推进或实施外，上述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相关期间”为自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通过本方案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止：

（1）公司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2）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议案后12个月届满之日；或

（3）公司任何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更改本决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如相关期间董事会或获授权人士已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或采取相关行动，而该等文件、手续

或行动可能需要在上述相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履行、进行或持续至上述相关期间结束后完成，则相关期

间将相应延长。

公司董事会仅在符合《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经不时修订）及《公司

章程》，并获有权审批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授权下的权力。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国际）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年度担保授权方案，具

体如下：

（1）招证国际或其全资子公司为取得融资或进行交易的主体提供担保,�包括融资类担保（包括但

不限于银行借款、 银团贷款、 发行债券或票据等）、 交易类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衍生品框架协议

(ISDA)、主结算协议(Master� Clearing� Agreement)、债券市场协会 (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

;� TBMA)� /国际证券市场协会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SMA)、全球回

购协议(Global� Master� Repurchase� Agreement� ;� GMRA)� 、主券商服务协议、贵金属交易实物买卖

等)以及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担保等）。

（2） 担保额度:�招证国际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在授权期限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

570亿等值港元，其中，融资类担保不超过145亿等值港元。

（3）担保类型：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4）担保对象：招证国际、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 (UK)� Limited、招商证券(香港)融资有限公司、招商资

本（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香港）基金服务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以及招证

国际全资持有的用于自身债务发行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实体。

（5）授权期限：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6）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招证国际董事长决定具体担保事项和金额。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11、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本次董事会非表决事项）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附件：张庆先生简历

附件：

张庆先生简历

张庆先生，1971年6月出生。

张先生1998年3月至2017年11月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先后在发行监管部、国际合作部、公司债券监管

部工作，其经验包括：1998年3月至2015年4月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国际合作部等部门主任科员、

副处长、处长，期间，2012年11月至2014年10月在云南省金融办挂职，担任云南省推进企业上市领导小组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15年4月至2017年11月担任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巡视员、副主任。张先生

曾荣获2002-2003年度“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 称号，并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实施后担任保荐代

表人考试命题专家组专家。

张先生分别于1993年6月、1996年1月获得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

证券代码：600999� �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21－00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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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12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3月25日以现场结合电话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

监事9人，实际出席监事9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语菡女士召集并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慧峰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罗莉女士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包括A股年报和H股年报，分别根据

公司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监事会就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经营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合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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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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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37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明确。

●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

金额。

一、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8,468,112,876.65元。 经董事会决议，

公司2020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如下：

1、2020年度公司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37元（含税）。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696,526,80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800,382,214.22元

（含税）。本次现金分红占公司2020年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0.04%。（注：2020年

上半年公司因推进配股工作，未提出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0年中期公司进行了利润分配，分红总

额为2019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40.01%。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

的现金红利）比例为70.73%。 ）

2、2020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

金额。

4、以上现金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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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审议利润分配方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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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上述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派发

2020年年度现金红利，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有关本次H股股息派发的记录日、暂停股东过户登记期间以及A股股息派发的股权登记日、具体发放

日等事宜，公司将另行通知。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合理的，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2012]3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证公字[2013]1号）以及《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

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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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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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

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根据相关制度的规定，在审议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其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的交易

时，关联董事霍达董事长、粟健董事、熊贤良董事、苏敏董事、熊剑涛董事、彭磊董事、高宏董事、王大雄董

事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联方（含重要上

下游企业）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霍达董事长、粟健董事、熊贤良董事、苏敏董事、熊剑涛董事、彭

磊董事、高宏董事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黄坚董事、王大雄董事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在审议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王文董事回避表

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公司董监高、其他关联自然人以及第5项“与其他关联

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将按一般商务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符合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相关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增长；

3、 议案的表决严格按照《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据此，就《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关联交易发表同意意见。

本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预审通过。

（二）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1、预计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要上下游企业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1.1预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招商基金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存款利息，提供承销、分销服务、资产管理服务

等产生的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

难以预计，以实际

发生数披露

59,569.39 12.63%

接受理财产品托管及代销服务、第三方存管服

务、托管服务等产生的支出，借款利息支出、拆

入资金利息支出、 承销费等投行业务支出、银

行手续费、结算费等

23,447.39 20.32%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银行间市场拆借、债券交易、债券回购、外汇交

易、利率互换、场外衍生品交易、互相购买或赎

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资产品等产生

的资金流入总额

49,979,302.93 -

银行间市场拆借、债券交易、债券回购、外汇交

易、利率互换、场外衍生品交易、互相购买或赎

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资产品等产生

的资金流出总额

60,071,684.81 -

其他关联交易 租赁、物管等费用 6,673.05 15.64%

注：证券及金融产品和交易主要指固定收益类产品或交易、股权类产品或交易、融资交易、其他证券

和金融产品及衍生产品或交易等，下同

1.2预计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下同）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利息收入，提供交易席位租赁服务、承销保

荐服务、财务顾问服务、代销金融产品服务

等产生的收入

不超过23239万元 11,742.74 2.92%

投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利息支出等

因实际交易项目和规模

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

数披露

97.25 0.49%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权益互换、场外衍生品交易、互相购买或赎

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资产品等产

生的资金流入总额

资金流入不超过111.1

亿元， 资金流出不超过

149.4亿元

825,349.68 -

权益互换、场外衍生品交易、互相购买或赎

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资产品等产

生的资金流出总额

994,632.94 -

股权/资产交易及

共同投资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投资关联方的股权及

资产

不超过80亿元 219,350.97 -

其他关联交易

租赁费用、物业管理费支出 不超过2300万元 1,566.48 3.67%

行政采购支出 不超过7150万元 4,328.32 13.20%

信息技术服务费、 保险中介费用支出等其

他支出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难以

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披

露

991.02 3.40%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等 157.50 2.04%

1.3预计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联方（不含招商银行及其子公司，含重要上下游企业）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提供交易席位租赁服务、 代销金融产品服

务、承销保荐服务、财务顾问服务等产生的

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

披露

13,841.17 3.47%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债券交易、债券回购、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

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资产品， 对关联方

黄金ETF、 货基等做市等产生的资金流入

总额

483,484.44 -

债券交易、债券回购、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

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资产品， 对关联方

黄金ETF、 货基等做市等产生的资金流出

总额

835,154.68 -

股权/资产交易及

共同投资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投资关联方的股权及

资产

不超过30亿元 54,510 -

其他关联交易 其他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

披露

0 -

2、预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1预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提供承销保荐服务、 财务顾问服务等产生的

收入

不超过3900万元 55.19 0.03%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债券交易、债券回购、权益类及衍生品交易、

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

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入总额

资金流入不超过12.8

亿元， 资金流出不超

12.8亿元

12,058.55 -

债券交易、债券回购、权益类及衍生品交易、

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融

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出总额

21,500.00 -

股权/资产交易及

共同投资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投资关联方的股权及资

产

不超过10亿元 0 -

2.2预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提供承销服务等产生的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

难以预计， 以实际

发生数披露

8.69 0.005%

拆借利息支出等 111.74 1.13%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银行间市场拆借、债券交易、债券回购、利率互

换、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

融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入总额

13,611,706.06 -

银行间市场拆借、债券交易、债券回购、利率互

换、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

融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出总额

14,237,905.25 -

3、预计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上交所关联交易规则，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先生曾担任董事或高

管的企业、公司董事王文先生担任董事或高管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包括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319；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号：1339）、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号：2328）、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

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交易席位租赁服务等产生的收

入

因实际交易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

数披露

320.06 0.37%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债券交易、债券回购、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发

行的融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入总额

173,321.33 -

债券交易、债券回购、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发

行的融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出总额

17,440.48 -

4、预计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4.1预计与公司董监高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提供代销金融产品、销售金

融产品等服务产生的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规

模难以预计，以实

际发生数披露

24.90 0.003%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关联自然人购买或赎回公司管理的产品等产生

的资金流入总额

827.51 -

关联自然人购买或赎回公司管理的产品等产生

的资金流出总额

705.78 -

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或者相关薪酬管理制度领取薪酬，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年度报告。

4.2预计与其他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提供代销金融产品、销售金融产品等服务产生

的收入

因实际交易项目和

规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披露

0.32 0.00024%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关联自然人购买或赎回公司管理的产品等产

生的资金流入总额

1,300.09 -

关联自然人购买或赎回公司管理的产品等产

生的资金流出总额

1,240.69 -

5、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其他关联方包括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除上述关联方之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包括过去十二个月、未来十二个月存在关联关系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注）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金融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承销服务等产生的收入

因实际交易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

披露

0 -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

融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入总额

573.20 -

互相购买或赎回对方管理的产品或发行的

融资产品等产生的资金流出总额

28,000 -

其他关联交易

其他收入 0 -

信息技术服务费等支出 9.6 0.07%

注：2020年度发生交易的其他关联方包括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华侨城集

团有限公司、证通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计间接持有本公司44.17%的股份（截至本议案提交审议之日），是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中与本公司发生交易的主要关联方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036；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号：3968）、招商局

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1979）、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票代码：002939）等。

（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合计间接持有本公司10.02%的股份（截至本议案提交审议之日）。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及其关联方中与本公司发生交易的主要关联方包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中海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等。

（三）公司关联自然人包括：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过去十二个月、未来十二个月存在前述关联关系的人

士。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参照下列原则执行：

（一）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二）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三）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

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

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五）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

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

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

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事前认可意

见；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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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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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简称

德勤·关黄陈方）担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履行职责，顺利进行了公司2020年度的相关审计和审阅工作。鉴于

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建议续聘德勤华永、德勤·关黄陈方为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并

续聘德勤华永担任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其中，拟续聘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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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华永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注册地址

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

业审计业务。 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

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0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05人，从业人员共6,445人，注册会计

师共1,23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40人。

德勤华永2019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4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1亿元，证

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77亿元。 德勤华永为57家上市公司提供2019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

民币2.49亿元。 德勤华永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采矿业。 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行业客户共1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

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德勤华永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洪锐明女士，自2002年加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4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4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洪

锐明女士近三年签署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洪锐明女士自2018年开始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审

计专业服务。

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胡小骏女士自2004年加入德勤华永并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

专业服务工作，2001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胡小骏女士近三年签署3家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磊先生，自2008年加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5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14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 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

员。 刘磊先生近三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

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是385万元人民币（包括食宿差旅费等费用，含税），定价原则为：以德勤华永合伙人及

其他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

素而确定。 较上一期审计费用增加14万元。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应予以披露的其他信息

无。

二、 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预审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德勤华永具有良好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良好，具有独立

性，拟同意续聘德勤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德勤华永具备相关的资质，符合监管

机构、公司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等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资质要求，该事务所有多年

为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经验，诚信状况良好，能满足公司 2021年审计的工作需求，能独立对公司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

公司本次聘请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已获得我们的事前认可并经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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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国际）、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期货

（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 (UK)� Limited、

招商证券(香港)融资有限公司、招商资本（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香港）基金服务有限公司、招商证

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以及招证国际全资持有的用于自身债务发行的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实体。

●本次担保额度：招证国际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在授权期限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

570亿等值港元，其中，融资类担保不超过145亿等值港元。

●招证国际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12.03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规定，招证国际作为控股公司，必须通过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开展具体业务，在经营具

体业务的过程中，会以招证国际或其他子公司作为主体取得融资或进行交易,�因往来银行或交易对手基

于对交易主体的评估，需要招证国际或其他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担保人，以增强交易主体的对外经营业

务或融资能力。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招证国际对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定了招

证国际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年度担保授权方案，具体如下：

1、招证国际或其全资子公司为取得融资或进行交易的主体提供担保,�包括融资类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银行借款、银团贷款、发行债券或票据等）、交易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衍生品框架协议(ISDA)、

主结算协议 (Master� Clearing� Agreement)、 债券市场协会 (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 ;�

TBMA)� /国际证券市场协会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SMA)、全球回购

协议(Global� Master� Repurchase� Agreement� ;� GMRA)� 、主券商服务协议、贵金属交易实物买卖等)

以及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担保等）。

2、担保额度：招证国际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在授权期限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570

亿等值港元，其中，融资类担保不超过145亿等值港元。

3、担保类型：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4、被担保人：招证国际、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 (UK)� Limited、招商证券(香港)融资有限公司、招商资

本（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香港）基金服务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以及招证

国际全资持有的用于自身债务发行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实体。

5、授权期限：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6、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招证国际董事长决定具体担保事项和金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3月26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招商证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1、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 1999年7月14日

2)�实收资本：港元4,103,627,390元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营业务：投资

5)�主要财务状况 (扣除客户资金):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65,095,842 20,241,091,017

负债总额 13,581,842,865 13,929,898,506

银行贷款总额 5,010,107,132 4,705,324,925

流动负债总额 13,163,252,366 13,350,003,893

净资产 5,783,252,977 6,311,192,511

营业收入 876,196,690 1,011,765,695

净利润 216,256,522 505,765,559

2、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86年10月4日

2)�实收资本：港元5,500,000,000元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营业务：证券经纪、承销

5)�主要财务状况(扣除客户资金):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8,532,023 10,525,128,699

负债总额 2,650,156,798 3,921,385,359

银行贷款总额 1,459,625,200 1,175,609,200

流动负债总额 2,547,577,582 3,921,385,359

净资产 6,348,375,225 6,603,743,340

营业收入 726,404,947 897,336,212

净利润 69,129,546 255,368,115

3、 招商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1年1月19日

2)�实收资本：港元200,000,000元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营业务：期货经纪

5)�主要财务状况(扣除客户资金):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6,626,314 477,958,246

负债总额 505,188,405 243,408,591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05,001,412 243,408,591

净资产 231,437,909 234,549,655

营业收入 18,423,849 15,926,386

净利润 3,174,550 3,111,746

4、 招商证券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年9月18日

2)�实收资本：港元400,000,000元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营业务：投资

5)�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93,110,816 10,947,046,632

负债总额 8,922,199,654 10,160,419,004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8,922,199,654 10,160,419,004

净资产 570,911,162 786,627,628

营业收入 34,217,283 62,465,829

净利润 87,837,298 197,227,030

5、 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UK)� Co.,Limited

1)�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5日

2)�实收资本：美元22,000,000元

3)�注册地点：英国

4)�主营业务：期货经纪

5)�主要财务状况(扣除客户资金):

单位:美元千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7,835 30,957

负债总额 229,882 2,86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29,745 2,862

净资产 27,952 28,096

营业收入 6,373 4,399

净利润 4,316 144

6、 招商证券(香港)融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4月26日

2)�实收资本：港元500,000元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营业务：融资管理

5)�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1,135 969,572,906

负债总额 56,054 959,526,567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6,054 959,526,567

净资产 405,081 10,046,339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665 9,641,258

7、 招商资本（香港）有限公司

1） 成立日期：2003年08月01日

2） 实收资本：港元5,000,000元

3） 注册地点：香港

4）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

5）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802,319 28,662,931

负债总额 4,291,044 2,421,24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291,044 2,421,242

净资产 25,511,275 26,241,689

营业收入 4,472,547 1,698,101

净利润 1,295,711 730,414

8、 招商证券（香港）基金服务有限公司

1） 成立日期：2000年09月27日

2） 实收资本：港元10,000元

3） 注册地点：香港

4） 主营业务：基金管理

5）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56,663 6,242,813

负债总额 - -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 -

净资产 6,256,663 6,242,813

营业收入 232 2

净利润 -7,889 -13,850

9、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成立日期：2008年08月13日

2） 实收资本：港元10,000,000元

3） 注册地点：香港

4）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

5）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009,828 50,555,571

负债总额 592,164 329,53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92,164 329,532

净资产 49,417,664 50,226,039

营业收入 11,093,985 7,426,891

净利润 2,001,657 808,375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

招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被担保人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招

商证券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UK)Limited、招商证券(香港)融资有

限公司、招商资本（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香港）基金服务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为招证国际全资子公司， 以及招证国际成立并全资持有的用于自身债务发行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实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招证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将于每笔担保业务实际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公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以上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招证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境外业务发展，加快推进公司全资子公

司招证国际业务转型，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

同意招证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审议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3月25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 其中，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实际担保金额为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净资本担保额度为35亿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20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9%；招证国际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310亿等值港币(其中融资类担保总不得超过27亿等值港币)，实际担保金额为

12.03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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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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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10亿港元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对其子公司担保余额：12.03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证国际）之下属公司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香港）以及招商证券投资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投管香港）因经营需要，拟与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永隆银行）签

订银行授信协议，银行授信额度为10亿港元，需由招证国际提供担保函以支持银行授信协议。该担保函设

定了担保人（招证国际）对被担保人（招证香港以及招证投管香港）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10亿港元。担保

函生效日期为2021年3月26日。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3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为

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5月19日，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4月29日、5月2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6年10月4日

实收资本：港元5,500,000,000元

注册地点：香港

主营业务：证券经纪、承销

主要财务状况 (扣除客户资金):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8,532,023 10,525,128,699

负债总额 2,650,156,798 3,921,385,359

银行贷款总额 1,459,625,200 1,175,609,200

流动负债总额 2,547,577,582 3,921,385,359

净资产 6,348,375,225 6,603,743,340

营业收入 726,404,947 897,336,212

净利润 69,129,546 255,368,115

2、招商证券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9月18日

实收资本：港币400,000,000元

注册地点：香港

主营业务：投资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93,110,816 10,947,046,632

负债总额 8,922,199,654 10,160,419,004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8,922,199,654 10,160,419,004

净资产 570,911,162 786,627,628

营业收入 34,217,283 62,465,829

净利润 87,837,298 197,227,030

3、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

招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人为招证国际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提供给招商永隆银行的保函，招证国际将对招证香港以及招证投管香港以下方面提供担保：

与招商永隆银行签订的银行授信协议下的付款责任，担保金额不超过10亿港元。 担保方式为一般保

证担保，是持续担保，直到清偿所有的债务，担保类型为借贷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有助于促进公司境外业务发展，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就以上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招证国际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境外业务发展，加快推进公司全资

子公司招证国际业务转型，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同意招证国际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03月25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 其中，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实际担保金额为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净资本担保额度为35亿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20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9%；招证国际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310亿等值港币(其中融资类担保总额不得超过27亿等值港币)，实际担保金额为

12.03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3月26日

(上接B1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