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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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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内容：浙商银行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15:00-16:00
会议形式：网络视频直播
一、说明会类型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

度报告，并于同日召开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业绩、
发展规划、利润分配预案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本次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
“全景·路演天下”及“路演中”直播网址或通过拨入号码的形式参与本次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

二、说明会的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15:00-16:00
召开形式：网络视频直播

参会方式：
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
拨入号码：境内用户 400� 810� 5005
境外接入号 ：+86� 10� 56294688
会议号码：1543581687
路演中（https://webcast.roadshowchina.cn/cmeet/L2pRMERaODRxVGx3SDBMK1JoV3FhQT09）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268966
联系邮箱：ir@czbank.com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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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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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2020年3月13日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0年3月27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共16名，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14名，高勤
红、楼婷董事参加会议但因提名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不行使表决权，戴德明独立董事、
廖柏伟独立董事以电话形式参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沈仁康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行长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报告》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2019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
五、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按2019年度审计后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

币12.69亿元。
2、根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号）规定，按照风险资产期末

余额的1.5%差额计提一般风险准备人民币14.72亿元。
3、以届时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2.40元

（含税）。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2019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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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关于利润分配和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既考虑了监管部门对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导意见的要求，又有利于保障内源性资本的持续补充以支持银行业务的持
续健康发展，同时还兼顾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要求，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2019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听取。
八、通过《关于浙商银行董事会对董事2019年度履职评价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浙商银行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履职评价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本行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沈仁康、徐仁艳、张鲁芸三位执行董事与该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方案是浙商银行董事会

结合浙商银行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的，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通过《关于<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绩效考核奖惩办法（草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沈仁康、徐仁艳、张鲁芸三位执行董事与该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绩效考核奖惩办法（草案）》

是浙商银行董事会根据浙商银行的年度经营目标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分管工作目标，结
合浙商银行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二、通过《浙商银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并表管理实施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通过《浙商银行2020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通过《浙商银行关于2019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通过《关于浙商银行2019年度风险偏好执行情况报告及2020年度风险偏好建

议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通过《浙商银行关于2019年度绿色金融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通过《关于浙商银行2019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2019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报

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浙商银行2019年度的关联交易活动，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019年度浙商银行的关联交易活动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2019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重大方面建立了合理的内部

控制制度，并得以有效贯彻执行。浙商银行的内部控制在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方面不
存在重大缺陷。 浙商银行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了浙商银行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二十一、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二、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三、通过《浙商银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管理办法（2020年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四、通过《浙商银行2020年普惠金融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五、通过《关于提名王建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董事候选人王建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 同意提名王建先生为浙商银行董事候选人，并将该事
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六、通过《关于提名任志祥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董事候选人任志祥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 同意提名任志祥先生为浙商银行董事候选人，并将
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七、通过《关于刘贵山等职务聘任的议案》
（一）聘任刘贵山为本公司副行长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刘贵山为浙商银行副行长的提名、 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刘贵山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 同意聘任刘贵山为浙商银行副行长。

刘贵山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二）聘任陈海强为本公司副行长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陈海强为浙商银行副行长的提名、 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陈海强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浙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的情形。 同意聘任陈海强为浙商银行副行长。

陈海强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二十八、通过《浙商银行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证报

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2019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证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九、通过《关于浙商银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黄志明、韦东良、胡天高、朱玮明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 浙商银行根据经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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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金额及所涉及
交易内容符合业务实际需要，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符合公允性原则；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浙商银行预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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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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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浙商银
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
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
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黄志明、韦东良、胡天
高、朱玮明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通过《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韦东良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属于浙商银行

正常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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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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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浙商
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
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
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韦东良回避表决，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三十一、通过《关于本行对浙江恒逸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属于浙商银行

正常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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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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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浙商
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
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
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三十二、通过《关于本行对横店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胡天高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属于浙商银行

正常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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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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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浙商
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
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

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胡天高回避表决，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三十三、通过《关于本行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黄志明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属于浙商银行

正常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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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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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浙商
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
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上
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黄志明回避表决，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附件
王建先生简历

王建，男，1980年12月出生，籍贯湖北阳新，南京邮电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 王先生的主要工作经历包括：自2006年4月至2009年6月，任华信邮电设计咨询研究
院有限公司咨询顾问；自2009年7月至2011年9月，任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
理；自2011年9月至2016年2月，历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
理、副主任、主任；自2016年2月至2018年1月，任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产业部
副总经理；自2018年1月至今，历任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金融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
理。
任志祥先生简历

任志祥，男，1969年2月出生，籍贯浙江杭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学历。 任先生的主要工作经历包括：自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任浙江省国际信
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自2007年2月至2010年10月，任浙江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高级主管；自2010年10月至2013年11月，任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研究与法律事务部主任经济师；自2013年11月至2019年11月，历任浙江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与法律部主任经济师、副主任、主任；2019年11月至今，任浙能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刘贵山先生简历
刘贵山，男，1963年6月出生，甘肃清水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7年

10月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总行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 刘先生的主要工作经历包括：自
1979年9月至1981年12月，在人民银行青海湟源县支行工作；自1981年12月至1985年9月，
在中国银行西宁分行会计科工作；自1985年9月至1987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脱产学习；
自1987年6月至1989年12月，历任中国银行西宁分行职员、分行存款处副处长（正科级）、
分行计划处主任科员；自1989年12月至1994年6月，历任中国银行西京分行财务会计处副
处长、北大街办事处副主任；自1994年6月至1999年6月，历任中国银行西安市分行北大街
支行副行长、分行信用卡部主任、分行营业部主任；自1999年6月至2002年9月，历任中国
银行西安市解放路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行长；自2002年9月至2007年4月，历任中信银
行西安分行行长助理、行长助理兼营业部总经理、党委委员、副行长、纪委书记；自2007年
4月至2007年10月，担任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筹备组组长。 加入本行后，自2007年10月
至2008年4月，担任本行西安业务部副总经理；自2008年4月至2010年4月，担任本行西安分
行党委委员、风险监控官兼副行长、纪委书记；自2010年4月至2011年9月，担任本行西安
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自2011年9月至2018年5月，担任本行西安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自2018年5月至今，任本行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期间于2018年5月至2019年3
月兼任授信评审部总经理。
陈海强先生简历

陈海强，男，1974年10月出生，浙江宁海人，1995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
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2015年3月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总行
行长助理兼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陈先生的主要工作经历包括：自1995年7月至1998
年6月，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工作；自1998年6月至1998年12月，在中国投资银行
宁波支行工作；自1998年12月至2002年9月，任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主任科员；自
2002年9月至2002年12月，任招商银行宁波北仑分理处副主任（主持工作）；自2002年12月
至2006年12月，任招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行长；自2006年12月至2015年3月，历任招商银行
宁波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副行长。 加入本行后，自2015年3月至2017年5月，历任本行
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自2017年5月至今，任本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自2018年5
月至今，任本行行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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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志明、韦东良、胡天高、朱玮
明回避表决。

（二）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海
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广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开
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浙商银行根据经营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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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金额及所涉及交易内容符合业务实
际需要，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
公允性原则；同意将《关于浙商银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浙商银行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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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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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
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关于浙商
银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已在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序号 关联方 2019年关联交易
开展情况

2020年申请关
联交易预计额

度

2020�年拟开展的业务 /
交易

1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

累计购买本公司理财 8
亿元 16亿 购买本公司理财

2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100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累计支付费用 566.37万

元 562.50万元 受托管理业务等

累计手续费收入 312.79
万元 1100万元 资产托管业务、代理销售

业务等

3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103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4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15亿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累计收取手续费 133.85
万元 70万元 代理销售业务等

收取年租金 70.40万元 84.48万元 房屋租赁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衍生品业务公允价值
-146.66万元 65亿元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6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及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17.02亿元 63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未开展 150万元 债券承销业务等

7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1.59亿元 39.2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8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支付管理费 1037.30
万元 1000万元 受托管理业务等

累计收取手续费 167.29
万元 300万元 资产托管业务等

衍生品业务公允价值
49.73万元 5亿元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9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

司
业务余额 0元 40亿元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10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11.6亿元 31.35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11
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其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5.9亿元 63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累计收取承销费 125万

元 125万元 债券承销业务等

12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10亿元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累计收取手续费 7.87万
元 100万元 代理销售业务等

13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10亿元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14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7.61亿元 19.25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15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业务余额 29.42亿元 39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支付年租金 383.25万元 383.25万元 房屋租赁

16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20亿元 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

生品业务等

17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余额 0.35亿元 50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18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业务余额 11.10亿元 60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19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余额 0元 12.2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
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

等

20 关联自然人 业务余额 1.57亿元

单户不超过
3800万元，授
信总额控制在
8亿元以内

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等
业务

注：以上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构成本公司对客户的业务开展承诺。 预计额度内
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 将按照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履行相应审
批流程，实际交易方案以本公司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批复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本公司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 等监管制度中规定的范围， 由本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认
定。

（一）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章启诚，属于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 120 亿元，注册地

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165 号汇金国际大厦，经营范围为金融类股权投
资、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 2018 年末，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本级总资产 636.63 亿元，总负债 8.83 亿元，营业收入 346.23 万元，净利润 20.19
亿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并向本公司派驻黄志明董
事。

（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陆建强，属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注册资本 35.89 亿元，

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经营范围为经营证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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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总资产 586.95
亿元，总负债 390.19 亿元，营业收入 31.68 亿元，净利润 8.18 亿元。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

（三）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童亚辉，属于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 100 亿元，注册地

址为杭州市天目山路 152 号，经营范围为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的
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煤炭运输信息的技术咨询服
务，电力生产及供应，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运行管理，工程技术与服
务，钢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气电缆、煤炭（无储存）的销售，国际船
舶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国内水路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新
型能源设备制造，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社会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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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集团并表总资产 2106.85
亿元，总负债 1027.63 亿元，营业收入 932.80 亿元，净利润 46.96 亿元；浙江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本级总资产 578.35 亿元，总负债 308.50 亿元，营业收入 725.42 万元，
净利润 36.65 亿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并向本公司派驻
韦东良董事。

（四）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敏，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 亿元，注册地址为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 1 号 A 幢 15-18 楼， 经营范围为各类财产保险业务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监控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等。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的联营企业。

（五）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潘鑫军，属于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699365.58 万元，注册地

址为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2 层、23 层、25 层 -29 层， 经营范围为证券经
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
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限
国债、地方债等政府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管的融资品
种(包括但不限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 2018 年末，总资产 2268.7 亿元，总负债 1745.97 亿元，营业收入 103.03 亿元，净
利润 12.81 亿元。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的联营企业。

（六）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邱建林，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180 万元，注册地

址为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生产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
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及配件、煤炭（无储
存）；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进出口业务。 2018 年末，集团并表总资产 775.86 亿元，
总负债 538.93 亿元，营业收入 940.56 亿元，净利润 16.31 亿元；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本级总资产 216.10 亿元， 总负债 149.68 亿元， 营业收入 20.39 亿元， 净利润
5.25 亿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并向本公司派驻
高勤红董事。

（七）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永安，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元，注册地址

为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42 号，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和经营电子电气、医药化工、影
视娱乐、建筑建材、房产置业、轻纺针织、机械、航空服务、旅游服务、商贸物流、信息
网络、金融投资（不含互联网金融）、教育卫生体育、畜牧草业（以上未经金融等行业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货物出口和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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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集团并表总资产 725.76 亿元，总负债 410.18 亿元，营业收
入 535.15 亿元， 净利润 19.08 亿元；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本级总资产 386.15 亿
元，总负债 147.01 亿元，营业收入 73.44 亿元，净利润 17.49 亿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并向本公司派驻胡天高董
事。

（八）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罗旭峰，属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注册资本 5.8 亿元，注

册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 号二层、三层，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
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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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总资产 113.14 亿元，总负债 92.49 亿元，
营业收入 45.97 亿元，净利润 1.23 亿元。

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

（九）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毛剑宏，属于国有控股企业，注册资本 500 亿元，注册地

址为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定沈路 619 号舟山港航国际大厦 A 座 34 层，经
营范围为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海洋产业投资，涉海涉港资源管理及资本运作，港
口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航运服务，大宗商品储备、交易和加工（不含危险化学品），
海洋工程建设，港口工程设计与监理。

关联关系：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4.7%股份，并向本公司派驻朱
玮明董事。

（十）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益芳，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注册地址

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231 号 17 楼， 经营范围为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
企业的股权风险投资、实业型风险投资，信息咨询及科技成果转让的相关技术性服
务，企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纺
织原料及产品、化纤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
（不含成品油）、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煤炭（无储存）、润滑油、机械
设备及配件、矿产品（不含专控）、电子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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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集团合并总资产 454.13 亿元， 总负债
305.44 亿元，营业收入 273.82 亿元，净利润 2.29 亿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4.49%的股份，并向本公司派
驻楼婷董事。

（十一）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人代表沈秀萍，属于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注册地址

为绍兴市柯桥区华齐路 1066 号柯桥区公共服务大楼 18 楼，经营范围为对国有及其
他企业的投资。2018 年末，集团合并总资产 1660.99 亿元，总负债 1136.80 亿元，营业
收入 59.12 亿元，净利润 6.81 亿元；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级总资产 251.80 亿元，总负债 194.16 亿元，净利润 4767.49 万元；绍兴市柯桥区开
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本级总资产 92.37 亿元，总负债 86.27 亿元，营业收入 5248.48
万元， 净利润 1.48 亿元；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级总资产 82.21 亿
元，总负债 29.58 亿元，营业收入 6.81 亿元，净利润 4.7 亿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国轻纺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3.58%股份，并向本公司派驻葛梅荣监事。

（十二）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鲁伟鼎，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 亿元，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院 2 号楼；经营范围为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
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
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
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3.78%的股份，并向本公司派驻监事长于建强。
（十三）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肖风，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注册地址为

上海市虹口区塘沽路 463 号 17 层，由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中国保监会
批准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
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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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3.78%股份的股东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
（十四）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吴捷，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9 亿元，注册地址

为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73 号 17F，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机械电子产品、电器及配
件；服务实业投资，机械电子产品、电器及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受托企业资
产管理，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2018 年末，
集团合并总资产 136.31 亿元， 总负债 101.51 亿元， 营业收入 69.43 亿元， 净利润
8404.68 万元；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级总资产 63.92 亿元，总负债 51.21 亿
元，营业收入 12.22 亿元，净利润 1263.63 万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监事黄海波担任该公司董事、高管。
（十五）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周永利，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62 亿元，注册地址

为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永利新村，经营范围为生产纺织品、化纤原料、冷轧钢材，
火力发电，经销纺织原料、建筑材料、纺织品，销售机械设备，出口本企业生产的纺
织品、化纤原料、钢材等自产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批发零售煤炭，财务咨询服务。 2018 年末，浙江永利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本级总资产 150.98 亿元，总负债 61.48 亿元，营业收入 27.04 亿元，净利
润 1.69 亿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董事夏永潮担任该公司高管。
（十六）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邹平笙，属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注册资本 50 亿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66 号 19 层、20 层、21 层、22 层、24 层（电梯层 21
层、22 层、23 层、24 层、26 层），可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范围
内的各类人身保险。

关联关系：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董事夏永潮担任该公司高管。
（十七）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章伟东，属于农村商业银行，注册资本 13.58 亿元，注册

地址为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笛扬路 1363 号。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等；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上述业务不含外汇业务）；从事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外汇管理
机关批准的结汇、售汇等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8
年末，总资产 1011.82 亿元，总负债 919.31 亿元，营业收入 25.42 亿元，净利润 9.49
亿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董事夏永潮担任该公司董事。
（十八）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杨军，属于城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 52.2 亿元，注册地址

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 337 号。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
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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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
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限许可证核定代理险种经营）。 2018 年末，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829.25 亿元，总负债 753.35 亿元，营业收入 20.66 亿，净利润 7.12 亿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朱玮明担任该公司董事。
（十九）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汪路平，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51 亿元，注册地

址为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199 号浙江农资大厦，经营范围为化学农药、化学原料、农
用机械及配件、中小农具、汽车（含小轿车）的销售，仓储服务（除危险品），道路货物
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农业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土壤修复，农作物种植技术服务等农资产品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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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资产 16.28 亿，总负债 7.64 亿元，营业收入 6.26 亿元，净利润 1.83 亿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监事黄祖辉担任该公司董事。
（二十）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 和中国银保监会
《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等监
管制度定义的关联自然人。 主要包括本公司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董事、监事、总分行高级管理人及有权决定或参与公司的
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近亲属。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条件不优于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基于与关

联方原有合作基础，以及对关联方发展的合理预期，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
户资源优势，积极稳妥拓展本公司业务，符合本公司实际业务需要。 本公司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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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关
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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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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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10 名，现场出席监事 9 名，王军监事通过电话
会议形式参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于建强监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 通过《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

则）》
监事会对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进行了审核，并

出具如下审核意见：1.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的编制

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公司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
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出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
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3.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2019 年度报告
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认为《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其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通过《浙商银行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并表管理实施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通过《浙商银行 2020 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通过《浙商银行关于 2019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通过《关于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的

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本公司内控制度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及内部控制执行

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通过《浙商银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管理办法（2020 年版）》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通过《浙商银行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证

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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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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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