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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19-067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在日本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胡跃飞、

叶素兰、郭建、郭世邦、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共 10 人到

现场参加了会议。董事陈心颖和姚波因事无法参加会议，均委托董事叶素兰行使

表决权，董事蔡方方因事无法参加会议，委托董事郭建行使表决权。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邱伟，监事周建国、骆向东、储一昀、孙永桢和王

群到现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永林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1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执行董事6

名，执行董事4名，独立董事6名。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一致同意本议案。 

以上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谢永林先生、陈心颖女士、姚波先生、叶素兰女士、蔡方方女士、郭建

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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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一致同意本议案。 

以上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胡跃飞先生、杨志群先生、郭世邦先生、项有志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一致同意本议案。 

以上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杨志群先生和项有志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须报中国银保监会审核。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郭田勇先生、杨如生先生、杨军先生、李嘉士先生、艾春荣先生、蔡洪

滨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中，杨军先生、李嘉士先生、艾春荣先生、蔡洪滨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须报中国银保监会审核。根据本行章程的规定，本行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

之一以上独立董事。鉴此，在本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且其任职资格

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松奇先生、韩小京先生、

王春汉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并在新任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

监会核准之日，按上述顺序依次离任。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一致同意本议案。 

以上议案需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后，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春汉先生、王松奇先生和韩小京先生将不再出

任公司下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对王春汉、王松奇和韩小京先生

任职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本行（含本行各海外分行、各并表子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等）拟按照如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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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融债券： 

1、发行规模。发行金融债券的余额不超过最近一年经审计总负债（集团口

径）余额的5%。 

2、发行品种。期限不超过10年的普通金融债券（不包含二级资本债券、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资本性债券及同业存单）。 

3、募集资金用途。金融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中长期稳定资金，提

高核心负债规模，优化负债结构，重点用于支持绿色金融、小微企业等符合国家

政策要求的境内外中长期业务发展。 

4、决议有效期。决议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36个月。 

5、授权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高级管理层办

理上述金融债券发行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相关监管机构报批，沟通及确定

发行债券类型、具体发行批次和规模、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发行地

点、发行条款、债券期限、债券利率、债券价格、债券币种、资金用途、申请债

券上市流通、安排债券还本付息、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根据监管机构要求对发

行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并由高级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并办理上述金融债券发

行相关的其他事宜。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转授权高级管理层的相关授

权期限，与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金融债券一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限相同。 

本议案须经有关监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以上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19年11月7日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将以下议案提交该次股东大会审议： 

1、《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2、《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股东大会的其他具体事项请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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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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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永林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68年9月出生，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

理学硕士。自2018年12月起出任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自2016年9月起出任

中国平安副总经理，并自2016年12月起出任平安银行董事长至今。 

谢永林先生于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平安，从基层业务员做起，先后担任平安

产险支公司副总经理、平安寿险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平安寿险市场营销部

总经理等职务。2005年6月至2006年3月任中国平安发展改革中心副主任，2006

年3月至2013年11月先后担任平安银行运营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副行长等职务，

并自2013年11月至2016年11月先后担任平安证券董事长特别助理、总经理兼CEO、

董事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谢永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陈心颖女士，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77年出生，新加坡国籍，毕业于麻省理

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硕士、电气工程学士和经济学学士学位。自

2013年1月起出任中国平安首席信息执行官和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2013年12月起出任中国平安首席运营官，2015年6月起出任中国平安副总经

理，2016年1月起出任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出任中

国平安副首席执行官，2018年12月至今出任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2014年1

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 

陈心颖女士加入中国平安之前，曾是麦肯锡公司合伙人（全球董事），专长

于金融服务，在麦肯锡工作的12年间，曾与美国和亚洲10个国家的领先金融服务

机构合作，主要专注于战略、组织、运营和信息技术领域。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陈心颖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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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姚波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71年出生，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FSA），

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自2009年6月起出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

现任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及总精算师。2010年6月至今，任平安

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董事。 

姚波先生于2001年5月加入中国平安，2009年6月至2016年1月出任中国平安

副总经理，此前曾先后出任中国平安产品中心副总经理、副总精算师、企划部经

理、财务副总监及财务负责人。 

此前，姚波先生曾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咨询精算师、高级经理。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姚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叶素兰女士，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56年出生，获得英国伦敦中央工艺学院

计算机学士学位。自2011年1月起出任中国平安副总经理至今，并分别自2006年3

月、2008年3月及2010年7月起担任中国平安首席稽核执行官、审计责任人及合规

负责人至今。2010年6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董事。 

叶素兰女士于2004年2月加入中国平安，2004年2月至2006年3月任平安人寿

总经理助理，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任中国平安总经理助理。 

此前，叶素兰女士曾任职于友邦保险、香港保诚保险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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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叶素兰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蔡方方女士，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74年出生，获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会计学商业硕士学位。2014年7月至今，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2015年3月至今，

任中国平安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2014年1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 

蔡方方女士于2007年7月加入中国平安，2009年10月至2012年2月期间先后出

任中国平安人力资源中心薪酬规划管理部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职务。2012年2月至

2013年9月，任中国平安副首席财务执行官兼企划部总经理。2013年9月至2015

年3月，任中国平安副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 

加入中国平安前，蔡方方女士曾任华信惠悦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咨询总监

和英国标准管理体系公司金融业审核总监等职务。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蔡方方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郭建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64年出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

技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2017年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 

1988年5月加入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曾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

职；2011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4月至2017年10月，任公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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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2013年8月至2016年3月，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兼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电

子商务业务一部总经理。2017年10月至今，兼任深圳市招商局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深圳中电前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京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郭建先生同时兼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进出口商会会长，深圳市企业联

合会副会长等职务。 

郭建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胡跃飞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62年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

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胡跃飞先生于1990年1月至1999年2月，历任深圳发展银行党办宣传室主任、

支行副行长、支行行长；1999年2月至2006年5月，历任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行

长、总行行长助理。2006年5月至2016年12月，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

副行长。2007年1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董事。2016年12月至

今，任平安银行行长。 

胡跃飞先生加入深圳发展银行之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东安县支行科

员，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科员、人事处副科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胡跃飞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平安银

行股份4,104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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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群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70年出生，南开大学世界经济学博士，高

级经济师。 

杨志群先生于1991年至1996年10月，任职于广州市九佛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1996年10月至2008年9月，任职于中国民生银行，

历任广州分行柜员、副科长、科长、市场一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天河支行

副行长（主持工作）、天河支行行长、分行行长高级助理、分行副行长；2008

年10月至2011年2月，历任原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筹备组组长、分行行长；2011年3

月至2015年3月，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行长；2015年3月至2016

年11月，任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年11月至今，任平安银行深圳

分行党委书记；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任平安银行行长助理兼深圳分行行长；

2019年4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副行长兼深圳分行行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杨志群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郭世邦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65年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

究生，高级经济师。 

郭世邦先生于1991年7月至1998年7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资金计划部主

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主持工作）；1998年7月至2011年3月，历任中国民生银

行北京上地支行行长、北京管理部党委委员兼副总经理、大连分行党委书记兼行

长、总行零售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零售银行部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4年3月，

历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监、小企业金融事业部总裁；

2014年3月至2016年10月，历任平安证券CEO特别助理、副总经理，并先后兼任

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等职务；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任平安银行董事

长特别助理；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任平安银行行长助理；2017年12月至今，

任平安银行董事；2019年4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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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郭世邦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项有志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64年出生，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高

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非执业）。 

项有志先生于1987年7月至1991年9月，任华东冶金学院（现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系助教；1991年9月至1994年7月，在厦门大学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1994

年8月至1995年8月，任华东冶金学院（现安徽工业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师；1995

年9月至1998年8月，在厦门大学攻读会计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至2007年4月，

历任招商银行总行会计部室经理、会计部总经理助理、会计部副总经理、计划财

务部副总经理、员工监事；2007年4月至2013年7月，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

行）计财总监，先后兼任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2013年7

月至2014年5月，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经理；2014年5

月至2017年8月，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总经

理；2017年8月至今任职于平安银行，2018年1月起任平安银行首席财务官。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项有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平安银

行股份6,0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田勇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68年8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8月至今，任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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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先生于1990年在山东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至1993年任

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硕士学

位，199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今任职于中央

财经大学。现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艾艾精密工业

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东

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郭田勇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如生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68年2月出生，暨南大学经济学硕士、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2017年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杨如生先生现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

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深圳市社会保险监督

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副会长，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独立董事、香港国

际精密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国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

东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杨如生先生曾在深圳市建材工业（集团）公司、深圳市永明会计师事务所、

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友信会计师事务所、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曾为深天健、同洲电子、深赛格和原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等。 

杨如生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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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军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58年5月出生，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是

中国律师及美国纽约州律师。 

杨军先生曾任北京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美国马智诺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美国国际集团公司律师，高盛(亚洲)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所罗门兄弟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裁，汉鼎亚太公司中国部董事总经理，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并曾兼任中远股份、海油工程、

招商银行、海南橡胶和原平安银行独立董事。2003年3月至今担任宋庆龄基金会

理事。 

杨军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李嘉士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60年出生，获香港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及法

学专业证书，为香港、英格兰及威尔士、新加坡及澳洲首都区的合资格律师，并

于1989年起担任胡关李罗律师行的合伙人。 

李嘉士先生于2019年7月获委任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复核委员会候选主席之一。

亦为香港政府创新科技署InnoHK督导委员会成员、香港上诉审裁团（建筑物条

例）主席、香港财务汇报局财务汇报检讨委员团召集人兼成员、香港公益金筹募

委员会委员、公益慈善马拉松联席主席及香港太平绅士。同时，李先生为思捷环

球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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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石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安全货仓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李嘉士先生曾任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渝港国际有限公司、渝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添利工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及中国平安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嘉士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艾春荣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62年3月出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

博士学位，师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教授。现任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Florida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艾春荣先生于1990年至1991年任职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年至1994年任职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94

年至今任职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目前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特

聘院长。2006年至2013年兼任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特聘院长，2007年至

2015年兼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0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讲座教

授，2009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一直从事计量经济学、应用

微观经济学、实证金融、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艾春荣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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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任职资格。 

 

蔡洪滨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67年11月出生, 1997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及经济学讲座教授。 

蔡洪滨先生于1997年至2005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至2017

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受聘为应用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应

用经济系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10年12月至2017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蔡洪滨先生2011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Fellow）。他曾经担任全

国人大代表及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正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及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独立非执行董事。 

蔡洪滨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