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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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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冬胜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牛锡明董事长出席会

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冯婉眉董事亦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委托钱文挥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雷俊董事和蔡耀君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董事会第十四项议案投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 4月29日在上海（现场）、北京（视

频）和纽约（视频）召开。牛锡明董事长主持会议。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出席会议应到董事18名，亲自出席董事16名，

王冬胜董事委托牛锡明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冯婉眉董事委托钱文挥

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与会人数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交通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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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同意按照

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

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议案》。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

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议案》。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

条例>的议案》。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工作

条例>的议案》。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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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的议案》。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别风险管理政策》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别风险管理政策》。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同意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 名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牛锡明、彭纯、钱文挥、于亚利、胡华

庭、杜悦妹、王太银等七名董事因与本议案有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十）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6名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关于提名李健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健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李健女士须待中国银监会核准其独立

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职。李健女士的简历请详见附件。 

6 名独立董事对提名李健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调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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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议案》。具体调整如下： 

1. 同意增补马强先生、张玉霞女士和蔡耀君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2. 同意增补王太银先生、李健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3. 同意增补李健女士、胡华庭先生、于永顺先生为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其

中委任李健女士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4. 同意增补彼得·诺兰先生和陈志武先生为人事薪酬委员会委员，蔡耀君

先生和于永顺先生不再担任人事薪酬委员会委员； 

5. 同意增补杜悦妹女士和雷俊先生为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马强先生和陈志

武先生不再担任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 

其中，李健女士的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务，须待股东大会选举其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且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后方

可生效。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关于聘任樊军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樊军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的议案》，同意聘任樊军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关于参与重组设立海南银行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参与重组设立海南银行的议案》，同意设立方案及有关

授权事项。 

（同意 16票，反对 0票，弃权 2票） 

雷俊董事和蔡耀君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议案投弃权票，建议进一步研究和完

善方案。 

（十五）关于设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布里斯班分行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设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布里斯班分行的议案》，同

意设立方案和相关授权事项。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



（十六）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同意向本公司股东大会报告。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关于与汇丰银行续签《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与汇丰银行续签〈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的议案》，同

意与汇丰银行续签《银行间交易主协议》，并授权钱文挥执行董事负责签署有关

文件等后续事宜。 

6 名独立董事对与汇丰银行续签《银行间交易主协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人认可本公司与汇丰银行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本次拟与汇丰银行续签的《银

行间交易主协议》明确规定了双方应按照银行间市场惯例和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日

常交易，交易条款及年度交易上限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王冬胜董事和冯婉眉董事因与本议案

有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十八）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同意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地址：上海市

浦东大道 2288 号）召开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详情请参见本公司稍后刊发的会议通知及会

议资料。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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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李健女士简历 

 

李健，女，195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

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李健女士 1983 年至今任教于中央

财经大学，其间于1986年至1987年借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咨询研究工作。

李女士目前还担任教育部金融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

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东兴证券股份公司独立董事。李女士 1997 年从西

安交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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