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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闫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秋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

满年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9,465,345,789.70 204,090,346,890.27 1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501,428,742.30 47,444,724,840.21 10.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
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3,024,222.18 40,425,249,188.25 -85.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
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671,038,234.13 8,452,503,344.61 2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0,001,215.27 2,267,122,981.68 4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0,030,228.66 2,411,087,206.28 3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6 4.70 增加 2.0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72 0.49 46.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72 0.49 46.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580.47 105,376.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6,710,902.13 216,620,112.51 扶持资金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718,237.07 1,718,237.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9,744.12 3,159,149.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339,511.60 -7,262,489.81
所得税影响额 -3,417,229.52 -54,369,398.58
合计 13,970,234.43 159,970,986.6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2,163 户， 其中 ，A 股股东 251,987 户 ，H 股登记
股东 176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1,159,456,183 25.15% -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960,467,000 20.83% - 无 -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 703,678,100 15.26% - 未知 -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863,472 2.99% - 无 - 其他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70,973,145 1.54% - 无 -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241,939 1.02% - 无 -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9,416,535 0.85% - 无 -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568,900 0.81% - 无 - 国有法人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4,431,977 0.53% - 无 -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174,586 0.50% - 无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1,159,456,183 人民币普通股 1,159,456,183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960,4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467,00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 703,678,1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703,678,1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863,472 人民币普通股 137,863,472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70,973,145 人民币普通股 70,973,1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241,939 人民币普通股 47,241,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416,535 人民币普通股 39,416,53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56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68,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4,431,977 人民币普通股 24,431,977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23,174,586 人民币普通股 23,174,5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 55.67%的股份。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 H� 股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公司沪股通股票名义持有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

结算备付金 702,890 368,857 91 客户结算备付金增加

融出资金 5,764,101 3,411,866 69 两融、孖展业务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5,870 924 535 权益衍生工具增加

存出保证金 668,650 441,553 51 期货保证金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70,577 828,581 -55 股票质押及债券逆回购规模减少

债权投资 478,706 720,587 -34 持有至到期类债券规模减少

无形资产 21,267 31,406 -32 无形资产摊销

短期借款 1,500,579 542,495 177 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1,183,795 448,938 164 新增发行短期债务

拆入资金 838,447 606,371 38 银行拆入资金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50,926 89,322 -43 应付结构化主体其他投资者款项变动

衍生金融负债 31,931 10,368 208 权益衍生工具增加

长期借款 173,167 625,525 -72 子公司偿还部分长期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53 12,846 -79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

项目 年 初 至 报 告 期
末

上 年 初 至 上 年
报告期末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208,243 138,045 51 自营业务投资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22,075 14,222 55 收到的财政扶持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0,154 111,766 不适用 部分投资项目浮亏

汇兑收益 -613 918 不适用 外币头寸价值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140,450 5,157 2,623 期货仓单业务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6,247 4,614 35 应税收入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6,688 49,106 -46 计提的债券减值损失减少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541 - 不适用 期货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其他业务成本 135,147 2,649 5,002 期货仓单业务成本增加

营业外收入 1,942 100 1,842 收到的政府奖励增加

营业外支出 1,857 32,397 -94 上年计提 MPS 项目预计负债

所得税费用 116,890 73,616 59 应税利润增加

其他综 合 收 益 的 税 后 净
额 -10,572 32,598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秋明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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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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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4:30 在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23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等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其中，闫峻先生现场参加会议；宋炳方先生、殷连臣先生、陈明坚先生、徐经长先生、李哲平
先生、区胜勤先生、王勇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刘秋明先生、薛克庆先生、熊焰先生以通讯方式
表决。公司董事长闫峻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长和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修订内

容详见相关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议

案》，同意《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管理办法（2020 修订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合规性专项考核办法（试行）＞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闫峻（执行董

事）、刘秋明（执行董事）、宋炳方、付建平、殷连臣、陈明坚、田威、余明雄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 上述提名的 8 位董事候选人将与董事会另行提名的
5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履行董事及相关委

员会职责至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就任。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王勇、浦

伟光、任永平、殷俊明、刘运宏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 上述提名的 5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将与董事会另行提

名的 8 位董事候选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

及相关委员会职责至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任。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安排向本公司股东发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
1、董事候选人简历
2、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1：
光大证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闫峻先生，1970 年出生，产业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获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 曾任中国工商银
行总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工银金融租赁执行董事、副总裁，工商银行江
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工商银行总行营业部（专项融资部）总经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深改专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司副董事长。

刘秋明先生，1976 年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现任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 曾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构业务负责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委、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民投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等职。

宋炳方先生，1971 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中国光
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级）。 曾任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开发部干部，国家开发
银行市场与产业分析局干部，中国光大银行公司业务部干部、副处长、处长、高级经理（期间，挂
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处长、
总经理助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
任、资深专家。

付建平先生，1971 年生，先后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山西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经
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投资与重
组部副总经理，兼光大云付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曾任中国光大银行战略管理部高
级副经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股权管理部副处长、处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权管理部
副总经理。

殷连臣先生，1966 年出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 现任公司董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首
席投资官及管理决策委员会成员、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保险代理部总经理、 企划及传讯部总经理等职
务，美国穆迪 KMV 中国区首席代表，北京扬德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光大集团办公厅综合处处
长，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及管理委员会成员。

陈明坚先生，1969 年出生，香港理工大学公司管治硕士。 现任公司董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
公司总法律顾问及公司秘书、管理决策委员会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曾任公司监事。 陈先生
为香港律师，拥有逾二十四年私人执业及公司内部律师的经验，亦为特许秘书公司及行政人员
公会及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

田威先生，1973 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 现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办公
室主任。 曾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财务部助理总经理，中建美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班子成
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等职。

余明雄先生，1977 年出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法学双学士学位，高级政工师，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中国船舶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航天时代仪器公司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党群工作部党群工作处副处长、审计部审计二
处处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纪检监察法律处处长、纪委副书记；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战略规划部部
长、中航工业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职）、中航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兼职）、中航工业江西景航航空锻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董事（挂职）；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兼任党支部书
记。

王勇先生，1966 年出生，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助理，兼任企业家学者项目办公室主任与合作发展办公室主任、中国企业发展与并购重组
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任，瑞慈医疗服务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机
电研究所课题负责人、机电设备厂副厂长、水电模型厂厂长，国研网络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浦伟光先生，1957 年出生，拥有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会计师。
现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和香港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委员。 曾任香港保险业监管
局执行董事，香港证监会高级总监及主管该会的中介机构监察科，国际证监会组织监管市场中
介机构第 3 号委员会主席。

任永平先生，1963 年出生，厦门大学会计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上
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 MBA� 中心学术主任，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恒天凯
马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上海大
学管理学副院长、党委书记，江苏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腾
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独立董事。

殷俊明先生，1972 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南京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和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
员，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咨询专家。 现任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江苏凯伦股份有限公司、双登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郑州
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副教授、南昌铁路局机务段会计师。

刘运宏先生，1976 年出生，法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职称。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副所长，前海人寿（上海）研究所所长，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律合规事务主管、航
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总裁助
理。

附件 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王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勇，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王勇

2020 年 10 月 28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浦伟光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
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
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浦伟光，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
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
诺在本次提名后，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浦伟光
2020 年 10 月 28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任永平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
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

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任永平，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

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任永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殷俊明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
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

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殷俊明，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

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殷俊明

2020 年 10 月 28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刘运宏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
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刘运宏，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
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刘运宏

2020 年 10 月 28 日
附件 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作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券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认真审阅了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
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包括独立董事）提名、推荐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经审阅董事候选人（包括独立董事）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所需的职业素
质，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3、同意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徐经长 、熊焰 、李哲平 、区胜勤 、王勇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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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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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00 以视频等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7 人，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7 人。 其中刘济平先生、汪红阳先生、王文艺女士、黄琴女士、李显志先生以
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张敬才先生、朱武祥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长刘济平先
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
开监事会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刘济平、吴春

盛、汪红阳、杨威荣、朱武祥（外部监事）、程凤朝（外部监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 9 名监事组成， 本次提名的 6 位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3
名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至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就任。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光大证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济平先生，1964 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淮南矿业学院（现名安徽理工大学）、南开大学、英国

思克莱德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理学硕士学位，为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注
册内部审计师、高级审计师。 现任公司监事长。 曾任国家审计署投资审计司副处长、处长，上海
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监事长，公司董事，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审计部副主任、主任、董事，
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吴春盛先生，1963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
学在职研究生学力，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审计中心资深专家，集团审计部副总经理，机关纪委副书记。 曾任北京市审计局金融处副处
长，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总经理兼古城路营业部总经理，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审计部处长、总经理助理。

汪红阳先生，1977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公司监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副首席财务官。 历任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助理经理、经理、高级经理和合伙人。

杨威荣先生，1975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中山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会
计学硕士学位，为高级会计师、经济师。 现任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兼宝钢湛
江钢铁有限公司、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粤澳合
作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恒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公司监事以及广东恒万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审计部副部长。

朱武祥先生，1965 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工学硕士学位及经济学博
士学位。 现任公司外部监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设（控股）有限公司、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派能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独立董事。

程凤朝先生，1959 年出生，毕业于湖南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为金融科学研究员、中
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现任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第二届并购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教授、五
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曾任中央汇金公司外派工商银行董事及外派农业银行董事和光
大集团监事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