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7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浙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證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浙商證券關於修

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僅供參閱。 

 

相關公告內容同時於本公司網站 www.zjec.com.cn 刊載, 僅供參閱。 

 

 

 

 

 

代表董事會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俞志宏 

董事長 

 

 

中國杭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為俞志宏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程濤先生和 
駱鑒湖女士；本公司其他非執行董事包括：戴本孟先生、袁迎捷先生和俞激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貝克偉先生、李惟琤女士和陳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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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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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52

号）、《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证监会令第 15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证券公司相关管

理提出的新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并结合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拟对现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会议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

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次修

改《公司章程》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8 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序号 现行公司章程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修改理由及依据 

1.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现

代国有企业制度，维护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

法》、《中国共产党章程》

（以下简称“《党

章》”）、《证券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

程。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现

代国有企业制度，维护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

法》、《中国共产党章程》

（以下简称“《党

章》”）、《证券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证券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

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

本章程。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证

监会令第 156

号）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3333.34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33,346,474 元。 

根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公司可转债实际

转股情况 

3.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是指公司的副总裁、财务

总监、首席风险官、合规总

监、董事会秘书及监管机关

认定的或董事会决议确认的

实际履行上述职责的人员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是指公司的副总裁、财务

总监、首席风险官、合规总

监、董事会秘书、首席信息

官及监管机关认定的或董事

会决议确认的实际履行上述

职责的人员 

《证券基金经营

机构信息技术管

理办法》第十条 

4. 

第十五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可

以通过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公

司可以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

产品等投资业务；公司可以

第十五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

监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私

募投资子公司和另类投资子

公司，分别从事私募投资基

金、另类投资等相关业务。 

公司结合实际经

营需要。 



序号 现行公司章程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修改理由及依据 

设立私募基金子公司、另类

子公司，并经注册地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审批。 

5.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33333.34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333,346,474 股，全部为

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公司可转债实际

转股情况 

6. 

第四十三条  

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章程； 

（二）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

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三）除法律、法规规定的

情形外，不得退股； 

（四）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

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

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

司债权人的利益；  

（五）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

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六）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

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

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七）积极支持公司改善经

营管理，促进公司稳健发

展； 

（八）法律、行政法规及本

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

务。 

第四十三条  

（一）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

公司章程，秉承长期投资理

念，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人员； 

（二）公司股东应当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

定履行出资义务，依其所认

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

金；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

形外，不得退股； 

（三）主要股东、控股股东

应当在必要时向公司补充资

本； 

（四）应经但未经监管部门

批准或未向监管部门备案的

股东，或者尚未完成整改的

股东，不得行使股东会召开

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

提案权、处分权等权利； 

（五）存在虚假陈述、滥用

股东权利或其他损害公司利

益行为的股东，不得行使股

东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

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

权利； 

（六）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

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

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

司债权人的利益； 

（七）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

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四

条、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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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

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

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九）积极支持公司改善经

营管理，促进公司稳健发

展； 

（十）法律、行政法规及本

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

务。 

7. 新增（条款相应顺延） 

第四十四条 

公司股东应当充分了解股东

权利和义务，充分知悉公司

经营管理状况和潜在风险等

信息，投资预期合理，出资

意愿真实，并且履行必要的

内部决策程序。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二

十一条 

8. 新增（条款相应顺延） 

第四十五条 

公司股东应当真实、准确、

完整地说明股权结构直至实

际控制人、最终权益持有

人，以及与其他股东的关联

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得通过隐瞒、欺骗等方式

规避公司股东资格审批或者

监管。公司股东以及股东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参控

股证券公司数量要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要求。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二

十三条、第二十

四条 

9. 新增（条款相应顺延） 

第四十六条 

公司应当保持股权结构稳

定。公司股东的持股期限应

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对所

控制的证券公司股权应当遵

守与公司股东相同的锁定

期，中国证监会依法认可的

情形除外。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二

十五条 

10. 新增（条款相应顺延） 
第四十七条 

公司股东在股权锁定期内不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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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质押所持公司股权。股权

锁定期满后，公司股东质押

所持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得超

过所持该公司股权比例的

50%。股东质押所持公司股

权的，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和

公司的利益，不得恶意规避

股权锁定期要求，不得约定

由质权人或其他第三方行使

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也不得

变相转移公司股权的控制

权。 

十六条 

11. 新增（条款相应顺延） 

第四十八条 

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虚假出资、出资不

实、抽逃出资或者变相抽逃

出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干预公司

的经营管理活动； 

（三）滥用权利或影响力，

占用公司或者客户的资产，

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客户的合法权

益； 

（四）违规要求公司为其或

其关联方提供融资或者担

保，或者强令、指使、协

助、接受公司以其证券经纪

客户或者证券资产管理客户

的资产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五）与公司进行不当关联

交易，利用对公司经营管理

的影响力获取不正当利益； 

（六）未经批准，委托他人

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管理

公司股权，变相接受或让渡

公司股权的控制权； 

（七）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

他行为。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不得配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三

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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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

人发生上述情形。 

公司发现股东及其实际控制

人存在上述情形，应当及时

采取措施防止违规情形加

剧，并在 2 个工作日内向住

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

告。 

12. 新增（条款相应顺延） 

第四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是公司股

权管理事务的办事机构，组

织实施股权管理事务相关工

作。 

公司董事会秘书协助董事长

工作，是公司股权管理事务

的直接责任人。 

发生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

监管要求等与股权管理事务

相关的不法或不当行为的，

追究股东、股权管理事务责

任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证券公司股权

管理规定》第十

七条、第二十八

条 

13.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设副

董事长 1 人。董事长、副董

事长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设

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

长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公司法》第一

百零九条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