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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依据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第二十八

次会议决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8月30日15:00
（四）会议地点：珠海市九洲大道东1346号珠海华润银行大

厦3楼301会议室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截至2018年8月29日登记在册的本行股

东，上述本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
东。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行聘请的律师以及董事
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士可列席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会议文件、备查
资料准确、完整。

（二）审议事项
1、关于本行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本行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本行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关于本行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关于本行2017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6、关于修改《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7、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11、关于本行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12、关于本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注①

13、关于本行董事及独立董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14、关于本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注②

15、关于本行外部监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16、关于本行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
17、关于本行2018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18、关于本行2018年度IT投资方案的议案

注①：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刘晓勇、何志
奇、陈荣、宗少俊、徐昱华、许继莉、万建华、张云东、黄卫，其中万
建华、张云东、黄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三年。新当选董事的任职资格需报银行业监管机构审核，任职
自银行业监管机构任职资格核准之日起生效，连任董事的任职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注②：经本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职工监事除外）候选人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
后）：马黎民、杨振宇、潘望旺，其中潘望旺为外部监事候选人。
本行职工监事将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三年。除职工监事外，其他新当选监事的任职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生效。

第六届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行网站：www.
crbank.com.cn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必须进行会议登

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及股权证办理登记
手续；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身份证、股东股权证及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机构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股权证及法定代表人证明办理登
记手续；机构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股权证、法定代表人
证明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

（二）登记时间：2018年8月30日14:00－14:45
（三）登记地点：珠海市九洲大道东1346号珠海华润银行大

厦3楼301会议室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0756－8121110
邮箱：bodo@crbank.com.cn
邮编：519015
（二）会议费用：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四）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
14
14.1
14.2
14.3
15
16
17
18

说明：请在表决票中选择“同意”、“弃权”、“反对”中的一项，在相应栏中划“√”，否则，视为无效票。

议案名称

关于本行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行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行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行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本行2017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关于修改《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本行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关于本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刘晓勇为本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何志奇为本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陈荣为本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宗少俊为本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徐昱华为本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许继莉为本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万建华为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张云东为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黄卫为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本行董事及独立董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关于本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马黎民为本行监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杨振宇为本行监事的议案
关于审议以及批准委任潘望旺为本行监事的议案
关于本行外部监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关于本行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行2018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行2018年度IT投资方案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闭会。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权证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机构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签名（机构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
章 通讯员曾翠琼报道：9日上
午，金湾区召开“数字政府”专
家论坛。记者了解到，为提升

“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的科
学化水平，目前金湾区已经组
建起由12名不同领域专家组
成的金湾区“数字政府”改革建
设工作“智囊团”。接下来，金
湾区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企
业家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作
用，助力推进“数字政府”改革
建设。

据悉，金湾区“数字政府”
改革建设各项工作正稳步推
进，目前正在对金湾数据资源
共享平台进行升级改造，进一
步优化数据存储载体，扩增数
据容量，提高兼容性数据计算
服务。金湾区将以该平台为支
撑，拟建立资源可视化平台框
架，计划在年内建设刷脸办事
智能政务系统，让群众办事更
加便捷高效。

在当天的论坛上，金湾区
相关负责人士在现场为专家组

成员颁发聘书。金湾区相关负责
人士表示，金湾区推进“数字政
府”改革建设意义重大，要充分发
挥专家组技术和智慧的引领作
用，聚焦改革工作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积极为金湾区“数字政府”
改革建设出实招、谋实功、建实

业，推动金湾区“数字政府”改革
建设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在论坛上，来自专家组的五
位专家代表分别围绕“数字政府”
与信用建设、“数字政府”中的信
息安全挑战、如何构建生态型“数
字政府”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主题

演讲。据了解，专家组主要负责金
湾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的
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以及对技术
层面的设计、论证、指导和评估等
提供咨询建议，并协助开展政务信
息化重大建设项目的立项评审、项
目验收和绩效评估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我
在这里学画画，已经学了 9 节
课。”在斗门区白蕉镇赖家村公
共服务站，三年级学生谢骐锐正
在袁晓鹏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临
摹。记者昨日获悉，斗门区文广
新局落实“斗门黄杨英才”系列
政策，谋划“文化人才引入基层
计划”，鼓励、引导、吸纳更多文
化艺术人才，心甘情愿地深入农
村基层开展公益培训取得成
效。活动开展一个多月，共开展
各类培训200多次课，惠及村民
3000多人次。

昨日上午，在白蕉镇赖家村

公共服务站，几十名孩子正在聚
精会神地学习画画。指导老师
名叫袁晓鹏，是硕士研究生，目
前在八斗才艺创文化中心工
作。“这项工作带有公益性质，我
挺乐意做的。”袁晓鹏表示，尽管
暑假工作忙，自己还是愿意响应
这项惠及农村的文化举措，教农
村的孩子们学绘画。

“村里很支持、很需要这类
文化艺术培训。”赖家村村委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农村文
化艺术建设在乡村振兴中举足
轻重，区里有文化馆、镇里有文
化站，但不少村里的文化艺术力

量比较薄弱，迫切需要更多文化
艺术人才深入农村，开展这样的
活动，可以更好地弥补农村文化
艺术人才匮乏的短板。

记者采访获悉，斗门区文
广新局文化引才深入农村并且
内容丰富，包括绘画、泥塑、舞
蹈、曲艺等，培训方式多种多
样，授课老师相关资质经过严
格的审核，授课老师费用由斗
门区统筹安排，不增加镇、村财
政负担。据悉，活动目前集中
在井岸镇、白蕉镇、乾务镇及斗
门镇等地。

“斗门区是珠海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战场，6月
份出台的‘斗门黄杨英才’系列
政策，无疑为斗门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斗门区
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区文
化部门紧抓问题导向，直面基层
文化艺术人才以及非遗传承力
量不足、水平不高等短板，谋划

“文化人才引入基层计划”，制订
了《斗门区文化人才服务农村发
展工作补贴申请办法》和《斗门
区非遗传承人奖励申请办法》，
鼓励、引导、吸纳更多文化艺术
人才深入农村基层，开展较高水
准的文化艺术公益培训等。

斗门区文化引才深入农村取得成效

让更多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做实事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原本脏乱的步行街变得整洁
了，商铺、餐馆门前再也不见占
道经营的摊档和桌椅了。自今
年4月中旬启动市容市貌整治
行动以来，翠香街道举整个街
道之力重拳出击全面推进，截
至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出
现了商户配合、居民支持、环境
持续好转的良好局面。

积极作为 深入推进爱
国卫生工作

为巩固整治成果，以优异
的成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今年以来，翠香街道全面推
动爱国卫生工作。为防范控制
病媒传播，翠香街道加大消杀
工作力度，通过招标聘请专业
消杀公司，对辖区市场、主干
道、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进
行消杀。同时积极推动各小
区、各单位开展灭蚊消杀行动，
翻盆倒罐，清理积水。据统计，
今年1-6月以来，翠香街道共
组织中标消杀公司对辖区 45
个老旧小区，开展了90多次灭
蚊消杀和90次灭鼠投药行动，
183个物管小区和单位参与了
大扫除，清除“四害”孳生地约
600处，上门入户派发宣传单
张一万多份，对防控登革热、防
御传染病疫情和防控鼠疫发挥
了重要作用。

此外，翠香街道执法中队
根据上级部门对蓝天保卫战的
工作要求和部署，高度重视主
动作为，对辖区烧煤球及露天
烧烤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迅速作出相
应处理，暂扣煤炉53个、煤球
2691个、烧烤手推车9辆、烧烤
炉25个，为保障辖区享有一方
蓝天作出贡献。

推进入室经营 打造美
丽翠香

今年以来，翠香街道结合
市容市貌整治工作要求，提出
以“入室经营、门前三包”为重
点开展城市综合管理的思路。
首先在宣传发动方面，做到尽
人皆知，明确告知，争取得到商
家和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其
次，在严格执法方面，对屡教不
改的顽固商铺和流动经营等违
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据介绍，翠香街道以市容
市貌黑点作为整治重点，以点
带面，全面推动翠香街道的市
容整治工作。目前翠香街道对
为农街、财神街、世派街、柠溪
文化广场、锦绣柠溪步行街、瀚
高市场、工业北区、888商业街
及周边等8个重点区域完成整
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开展了水果车乱摆卖、活禽整
治、清理地锁、护校行动、清理
大件垃圾、规范装修行为、规范
广告招牌等11项专项联合整治
行动，翠香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和党员群众共1000余人参与
了行动，在整个辖区上下掀起
了市容整治的热潮，目前翠香
辖区已基本实现商铺入室经
营，街道规范整洁。

据统计，半年来，翠香执法
中队共开展集中整治行动195
次，出动人员3691人次、车次
1509次、暂扣水果、蔬菜4675
斤，发出教育整改通知 6962
宗。对流动经营、占道经营的
违法行为立案 298 宗，罚款
82360元。对牛皮癣小广告乱
张贴的违法行为立案18宗，罚
款 8550 元，申请停机 59 个。
处理数字城管投诉6300宗，处
理完成各类信访件120宗。

专家组成员接受聘书。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翠香街道市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商户居民支持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金湾区组建12名专家“智囊团”

助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