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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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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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ZHESHANG BANK CO., LTD.
浙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6）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0）

選舉第六屆董事會董事
委任行長
及

選舉第六屆監事會監事

選舉第六屆董事會董事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已於2021年6月16日舉行的董
事會會議上決議提名沈仁康先生、張榮森先生、馬紅女士及陳海強先生為第六屆
董事會執行董事候選人；提名侯興釧先生、任志祥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
生、朱瑋明先生及莊粵珉先生為第六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候選人；提名鄭金都先
生、周志方先生、王國才先生、汪煒先生、許永斌先生及關品方先生為第六屆董
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並決議將於本行召開的2021年度第二次臨時股東大
會（「臨時股東大會」）上向本行股東（「股東」）提呈上述提名以供考慮及批准。第
六屆董事會董事（「董事」）候選人之簡歷載列如下：

執行董事候選人

沈仁康先生，1963年1月出生，現任本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執行董事。碩士研
究生、正高級經濟師。沈仁康先生曾任浙江省青田縣委常委、副縣長，縣委副書
記、代縣長、縣長；浙江省麗水市副市長，副市長、麗水經濟開發區管委會黨工
委書記，市委常委、副市長、麗水經濟開發區管委會黨工委書記，市委常委、副
市長，市委副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浙江省衢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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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沈仁康先生持有本行A股股票30,000股，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機關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張榮森先生，1968年10月出生，現任本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兼北京分行黨委書
記。博士研究生、高級經濟師。張榮森先生曾任廣發銀行北京航天橋支行行長，
廣發銀行北京分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江蘇銀行北京分行籌建負責人、黨委書
記、行長，江蘇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執行董事；本行黨委委員兼北京分行行
長。

截至本公告日期，張榮森先生持有本行A股股票438,000股，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機關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馬紅女士，1972年4月出生，現任本行黨委副書記、工會主任。碩士學位。馬紅
女士曾任青島警備區後勤部衛生科副科長；浙江陸軍預備役步兵師後勤部衛生科
副科長、科長；浙江省委組織部幹部綜合處副調研員；浙江省委組織部公務員管
理處副調研員、副處長、調研員、處長；浙江省委組織部公務員一處處長、一級
調研員。

截至本公告日期，馬紅女士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及
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陳海強先生，1974年10月出生，現任本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兼杭州分行黨委書
記。碩士學位、高級經濟師。陳海強先生曾任國家開發銀行浙江省分行副主任科
員；招商銀行寧波北侖分理處副主任（主持工作）、寧波北侖支行行長，寧波分行
黨委委員、行長助理、副行長；本行寧波分行黨委書記、行長、本行行長助理兼
杭州分行行長。

截至本公告日期，陳海強先生持有本行A股股票157,000股，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機關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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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候選人

侯興釧先生，1976年7月出生，碩士學位、經濟師。侯興釧先生曾任浙江省地方
稅務局信息中心幹部、計劃財務處副主任科員、計劃財務處主任科員；金華市地
方稅務局江北分局副局長（掛職）；浙江省地方稅務局辦公室主任科員、計劃財
務處副處長、辦公室副主任；浙江省發展資產經營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掛職）；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事業單位管理六級；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戰略
發展部總經理。現任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截至本公告日期，侯興釧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任志祥先生，1969年2月出生，現任本行非執行董事。博士研究生、高級經濟
師。任志祥先生曾任浙江省國際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部副總經理；浙
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資產經營部高級主管；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戰略管理
與法律部主任經濟師、副主任、主任。現任浙能資本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
副書記；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任志祥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高勤紅女士，1963年7月出生，現任本行非執行董事。研究生、高級經濟師。高
勤紅女士曾任中國工商銀行蕭山分行會計、信貸經理；中國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
會計、信貸經理；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信貸科科長、科級稽
核員與武林支行副行長；浙江恒逸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董事；恒
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現任浙江恒逸集團有限公司首席財務顧問。

截至本公告日期，高勤紅女士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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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高先生，1965年9月出生，現任本行非執行董事。EMBA、高級經濟師。胡
天高先生曾任中國銀行東陽支行副行長。現任橫店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資深
副總裁；橫店集團東磁股份有限公司、普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英洛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橫店集團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橫店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南華期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胡天高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朱瑋明先生，1969年3月出生，現任本行非執行董事。碩士研究生。朱瑋明先生
曾任嘉興發電有限公司總經理工作部副主任、主任；浙江東南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舟山海洋綜合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浙江省海洋
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投資發展部副主任；浙江省海港投資運營集團有限公司投
資發展部副主任、金融與資產管理部副主任、主任、金融事務部主任。現任浙江
海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浙江海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浙港商貿有限公司、寧波航運交易所有限公司、浙江海港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董事長；東海航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朱瑋明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莊粵珉先生，1971年11月出生，碩士研究生、經濟師。莊粵珉先生曾任華夏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營業部業務主管；蔚深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營業部總經理；南方
證券有限公司經紀業務管理總部副總經理；湘財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華南業務總部
總經理；華西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資產管理總部總經理；金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裁；民生通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現任百年保險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
司董事長；百年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復星國際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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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莊粵珉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

鄭金都先生，1964年7月出生，現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碩士研究生、一級律
師資格。鄭金都先生曾任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法律系講師；浙江國強律師事務
所副主任、合夥人；長江精工鋼結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申昊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主任、合夥人；中華全國
律師協會第九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浙江省政協第十二屆委員；浙江省律師協會第
十屆理事會會長；浙江省法學會第七屆理事會副會長；杭州市三門商會會長；杭
州聯合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宋都基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墻煌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鄭金都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周志方先生，1956年12月出生，現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大學、高級經濟師。
周志方先生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江山支行副股長；中國工商銀行江山支行副股長；
中國工商銀行衢州分行營業部主任、儲蓄部主任、副行長、黨組成員、紀檢組
長、黨組副書記、副行長（主持工作）、黨委書記、行長；中國工商銀行江西省分
行副行長、黨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黨委委員兼廣東省分行
營業部總經理、黨委書記；中國工商銀行寧波分行行長、黨委書記；中國工商銀
行內部審計局上海分局局長；中國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資深專家（正行級），期間
擔任中國工商銀行總行第三巡視組組長。

截至本公告日期，周志方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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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才先生，1956年11月出生，現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大學、高級經濟師。
王國才先生曾任中國工商銀行玉環支行副行長、行長；中國工商銀行溫嶺支行行
長；中國工商銀行台州分行副行長、行長；中國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專家。

截至本公告日期，王國才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汪煒先生，1967年8月出生，現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博士研究生、教授。汪
煒先生長期並至今於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曾任浙
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和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安
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
導師；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首席專家；浙江省金融業發展促進會常務副會長；浙
江省金融研究院院長；財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網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貝
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維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子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浙
江玉皇山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新安江千島湖流域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萬向信託股份公司和杭州雲庭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溫州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監事；杭州港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汪煒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及
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許永斌先生，1962年1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許永斌
先生長期並至今在浙江工商大學任教，曾任杭州商學院會計系講師、副教授、教
授、系副主任；浙江工商大學會計學院教授、院長；浙江省會計學會副會長、浙
江省審計學會副會長；寧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中國會計
學會理事、浙江省總會計師協會副會長、中國商業會計學會常務理事；浙商中拓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聯合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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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許永斌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關品方先生，1951年2月出生，博士、澳洲註冊會計師。關品方先生曾任花旗銀
行香港區航舶部副總裁；聯合技術公司亞太區電梯部副總裁；興科融資集團董事
總經理；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教授；香港大學浙江科學技
術研究院執行院長。現任香港經濟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
智庫首席顧問、珠海創科引聯商務諮詢有限公司總裁、橋悅（上海）物聯網科技有
限公司副主席、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董事兼教育培訓委員會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期，關品方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上述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擁有多年法律研究、會計研究、經濟研究及金融研究
經驗，能夠促進董事會多元化，為董事會帶來法律、會計、經濟方面更為豐富的
專業知識。在決定提名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時，本行從多個方面考慮董事會成員
多元化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經驗、技能及知
識。董事會成員取決於候選人的價值及其可為董事會作出的貢獻，同時以其客觀
條件充分考慮對董事會多元化的裨益。董事會成員的選取按照法律、法規及監管
機構的相關規定執行。本行認為，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獨立性指引，上述獨立非
執行董事候選人均屬獨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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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董事會任期三年，自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之日起生效，尚未取得中
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核准其任職資格的獲選董事，其任
期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及中國銀保監會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生效。待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及中國銀保監會核准其任職資格後，本行將與各獲選
董事訂立服務合約。沈仁康先生、張榮森先生、馬紅女士及陳海強先生就擔任執
行董事自本行領取的薪酬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本行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
關規定進行核定和發放。侯興釧先生、任志祥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
朱瑋明先生及莊粵珉先生將不就擔任非執行董事自本行領取薪酬。鄭金都先生、
周志方先生、王國才先生、汪煒先生、許永斌先生及關品方先生就擔任獨立非執
行董事自本行領取的薪酬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進行核定和
發放。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董事候選人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本行及本行附屬公司任何
其他職位或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董事候選人與本行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
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
無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董事候選人並無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行股份之任何權益。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就各董事候選人的委任而言，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
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露，而本行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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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董事會換屆選舉，第五屆董事會成員中，王建先生、樓婷女士、童本立先生、
戴德明先生及廖柏偉先生將於第六屆董事會通過臨時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之日起不
再擔任董事，且不再於任何董事會專門委員會擔任職務。彼等已向本行確認其與
董事會概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等退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垂注。

委任行長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6月16日，董事會決議委任張榮森先生為本行行長，
其行長任職資格尚待中國銀保監會核准，任期自中國銀保監會核准其行長任職資
格之日起生效。張榮森先生就擔任本行行長職務所領取的薪酬將根據本行高級管
理人員之薪酬政策釐定。

選舉第六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

本行監事會（「監事會」）已於2021年6月16日舉行的監事會會議上決議提名潘建華
先生為第六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候選人；程惠芳女士、張范全先生、宋清華先
生及陳三聯先生為第六屆監事會外部監事候選人；並決議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向股
東提呈上述提名以供考慮及批准。上述第六屆監事會監事（「監事」）候選人之簡歷
載列如下：

股東代表監事候選人

潘建華先生，1966年5月出生，現任本行股東監事。大學。潘建華先生曾任紹興
市紹興縣陶里中學、齊賢鎮中學教師，紹興縣大和中學校團支部書記、齊賢區化
學教研大組長，紹興縣馬鞍鎮中學教導主任、副校長，紹興縣馬鞍鎮成人文化技
術學校、安昌鎮中學、齊賢鎮中學校長、黨支部書記，紹興縣安昌鎮教管辦主
任、教育黨總支書記，紹興市紹興縣平水鎮副城建管委辦公室副主任、紹興市紹
興縣平水鎮黨委委員、副鎮長，紹興市紹興縣安昌鎮黨委副書記，紹興市柯橋區
教育體育局副局長，紹興市柯橋區會展業發展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柯橋區會
展業發展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柯橋區中國輕紡城黨工委委員。現任浙江中國輕
紡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截至本公告日期，潘建華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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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監事候選人

程惠芳女士，1953年9月出生，現任本行外部監事。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
導師。曾任浙江化工學院及浙江工學院（現浙江工業大學）講師、副教授，浙江工
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院長助理、常務副院長、院長。現任浙江工業大學全球浙商
研究院院長，浙江省金融工程學會理事長，兼任中國輕紡城集團獨立董事，寧波
富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優醫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程惠芳女士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張范全先生，1960年10月出生，碩士研究生、高級會計師。張范全先生曾任中國
農業銀行杭州分行信用卡部副主任，資金組織處、儲蓄處副處長，市場開發部副
總經理；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杭州辦事處資金財務處處長及深圳辦事處黨委委
員、副總經理、紀委書記；深圳長城國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中
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杭州辦事處黨委書記、總經理、浙江省分公司（原杭州辦事
處）黨委書記、總經理；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運營總監；長城國富置
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截至本公告日期，張范全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宋清華先生，1965年9月出生，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
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金融學會理事，教育部高等學校金融類
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宋清華先生曾先後在加拿大聖瑪麗大學、美國羅德島
大學、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訪學，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院長。現任重慶
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宋清華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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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聯先生，1964年11月出生，碩士研究生。陳三聯先生曾任浙江省司法廳律師
管理處幹部；《律師與法制》雜誌社副主編；浙江省律師協會秘書長。現任浙江省
律師協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浙江省政府參事、特約
研究員；浙江省政協委員、智庫專家；浙江省省法官檢察官遴選、懲戒委員會專
家委員。

截至本公告日期，陳三聯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第六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任期三年，自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
之日起生效。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後，本行將與各獲選股東代表監事及
外部監事訂立服務合約。潘建華先生不就擔任股東代表監事職務自本行領取薪
酬；程惠芳女士、張范全先生、宋清華先生及陳三聯先生就擔任外部監事自本行
領取的薪酬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進行核定和發放。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候選人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本行
及本行附屬公司任何其他職位或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候選人與本行任何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候選人並無擁有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行股份之任何權益。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就各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候選人的委任而言，概無任何
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露，而本行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
須予知會股東。

因監事會換屆選舉，第五屆監事會成員中，股東代表監事于建強先生及外部監事
袁小強先生、王軍先生、黃祖輝先生將於第六屆監事會通過臨時股東大會選舉產
生之日起不再擔任監事，且不再於任何監事會專門委員會擔任職務。彼等已向本
行確認其與監事會概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等退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及聯
交所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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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

監事會僅此宣佈，本行於2021年6月16日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補選郭定方先生為
本行第五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鑒於第五屆監事會任期將屆滿，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行監事會進行換屆選舉。本次職工代表
大會同時選舉郭定方先生、鄭建明先生、王峰先生、潘華楓先生及陳忠偉先生為
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

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任期三年，自於臨時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第六屆監事會
股東代表監事及外部監事之日起生效。

即將卸任的第五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王成良先生已向本行確認其與監事會概無
任何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退任之事宜須敦請本行股東及聯交所垂注。

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的簡歷如下：

郭定方先生，1969年10月出生，現任本行黨委委員、職工代表監事。碩士研究
生、高級會計師。郭定方先生曾任浙江省財政廳國資局基建處副主任科員、主任
科員、經濟建設處主任科員、副處長（曾掛職任杭州市西湖區財政局黨委委員、
副局長）、政府採購監管處處長、預算執行局局長。

截至本公告日期，郭定方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鄭建明先生，1973年11月出生，現任本行副監事長、職工代表監事。研究生、經
濟師。鄭建明先生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杭州中心支行辦公室秘書、副
主任；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副處長、正處長級秘書。現任本行監事會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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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鄭建明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王峰先生，1978年5月生，碩士研究生。王先生曾任江山市政府辦公室財貿科幹
部、法制辦副主任，衢州市綜合執法局辦公室副主任、辦公室涉外處副主任科
員、綜合一處副主任科員、市政府應急辦副主任，浙商銀行黨委組織部部長助
理、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助理、員工管理二中心總經理、黨建中心主任、黨委組織
部副部長、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現任本行黨群工作部部長、黨委巡察辦主任、
機關紀委書記。

截至本公告日期，王峰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及
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陳忠偉先生，1970年9月生，大學，經濟師。陳先生曾任中國工商銀行浙江省分
行信貸處業務科、制度科科長，中國光大銀行杭州分行風險管理部、公司部總經
理，中國光大銀行上海分行風險總監（行長助理）、黨委委員，中國光大銀行蘇州
分行風險總監（副行長）、黨委委員，本公司授信評審部副總經理（主持工作）。現
任本行內控合規與法律部總經理、浙江浙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陳忠偉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潘華楓先生，1972年1月生，大學，經濟師。潘先生曾任中國銀行寧波市分行風
險管理處科長、鄞州支行副行長、寧波市分行風險管理處（部）處長、總經理，浙
商銀行寧波分行黨委委員、紀委副書記、風險監控官、行長助理、紀委書記、副
行長、黨委書記、行長。現任本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

截至本公告日期，潘華楓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也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關
及其他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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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將與上述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訂立服務合約，各職工代表監事不就擔
任本行職工代表監事職務自本行領取額外薪酬。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職工代表監事在過去三年並無出任本行及本行附屬公司任
何其他職位或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各職工代表監事與本行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
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各職工代表監事並無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行股份之任何權益。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就第六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的委任而言，概無任何其他資
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露，而本行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
會股東。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仁康
董事長

中國，杭州
2021年6月16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沈仁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建先生、任志
祥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朱瑋明先生及樓婷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童本立先生、戴德明先生、廖柏偉先生、鄭金都先生、周志方先生、王國才先生
及汪煒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