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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渊以下简称本行冤根据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精神袁 定于 2018
年 7月 11日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遥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院

一尧会议时间
2018 年 7 月 11 日渊星期三冤下午

2院30袁会议时间半天遥
二尧会议地点
江苏省射阳县合德镇解放路 385

号渊本行办公大楼四楼第一会议室冤遥如
会议时间或地点变更袁本行将及时在门
户网站 http://www.syrcb.net 上予以通
知遥

三尧出席会议对象
渊一冤本行全体股东渊因故不能出席

会议的股东袁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
出席和表决袁该代理人可不必是本行股
东冤曰

渊二冤本行聘请的律师曰
渊三冤其他有关人员遥
四尧会议审议主要事项
渊一冤会议报告尧议案
1.第三届董事会工作报告曰
2.第三届监事会工作报告曰
3. 关于 2018-2020 年发展战略规

划渊草案冤的议案曰
4.关于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和

2018 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情况渊草案冤的
报告曰

5.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曰

6.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尧高级管
理层及其成员和监事的履职评价报告曰

7.关于 2017 年度董事绩效考核结
果情况的报告曰

8.关于 2017 年度监事绩效考核结
果情况的报告曰

9.关于制订 2018 年度董事薪酬管
理办法的议案曰

10. 关于制订 2018 年度监事薪酬
管理办法的议案曰

11.关于本行股权在江苏股权交易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集中登记托管的议
案曰

12.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曰
13. 关于修订股权管理办法的议

案曰
14.关于修订股权质押管理办法的

议案曰
1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议案曰

16. 关于开展股权确权工作的议
案曰

17.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曰

18.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股东和外
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曰

19.按本行叶章程曳规定袁需要审议
的其他事项遥

渊二冤会议通报
1.关于 2017 年度对外投资情况的

报告曰
2.关于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专

项报告遥
五尧大会选举
选举本行第四届董事尧股东和外部

监事遥
六尧会议通报事项
1. 通报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决议曰
2. 通报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决议遥
七尧登记办法
渊一冤法人股股东需持公司证明尧法

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曰

渊二冤自然人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
证尧股权证办理登记曰

渊三冤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尧
授权委托书尧委托人身份证尧股权证进
行登记曰

渊四冤 登记时间院2018 年 6 月 21
日-30日上午 8院30-11院30 袁 下午 2院
30-5院30 曰

渊五冤登记地点院江苏省射阳县合德
镇解放路 385号渊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冤遥

八尧其他事项
渊一冤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

代理人应持股权证书和身份证原件参
会袁全部费用自理遥

渊二冤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院江苏省射阳县合德镇解

放路 385号遥
邮编院224300
联系人院陈军尧金立华
电话院0515-82310083
传真院0515-82336380
特此通知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19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已届满袁根据叶江苏射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曳的规定袁江苏射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按法定程序提名
产生第四届董事候选人 13 名袁 并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袁 经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遥 现
予以公示渊按姓氏笔划为序冤院

方煜新袁男袁汉族袁1952年 10 月出生袁江苏
吴江人袁中共党员袁大专学历袁高级经济师袁从
事金融工作 37 年遥 原任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袁现已退休遥 现提名
为第四届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成飞袁男袁汉族袁1968 年 3 月出生袁江苏射
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经济师袁从事
金融工作 30 年遥 现任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尧执行董事尧行长遥 现
提名为第四届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朱克荣袁男袁汉族袁1956 年 9 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工程师袁从
事经济工作 44 年遥 现任江苏双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尧名誉董事长袁江苏射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非执行董事遥 现
提名为第四届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刘丰袁男袁汉族袁1967 年 7 月出生袁江苏射
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经济师袁从事
金融工作 30 年遥 现任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尧副行长遥 现提名为第
四届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陈曙袁男袁汉族袁1971年 11月出生袁江苏射

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卫生医师袁从事经
济工作 16年遥 现任射阳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尧总经理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非执
行董事候选人遥

杭辉袁男袁汉族袁1965 年 9 月出生袁江苏大
丰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经济师袁从事
金融工作 33 年遥 原任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尧行长袁现任江苏射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遥 现提
名为第四届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周也勤袁男袁汉族袁1963年 10 月出生袁江苏
苏州人袁中共党员袁中专学历袁从事金融尧经济
工作 37 年遥 现任苏州信托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总会计师渊财务总监冤袁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非执行董事遥 现提名为第
四届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赵林袁男袁汉族袁1964 年 5 月出生袁江苏滨
海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经济师袁从事
经济工作 29 年遥 现任胜达集团江苏双灯纸业
有限公司渊工业纸和生活用纸冤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尧胜达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袁江苏射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非执行董事遥 现提
名为第四届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遥

赵燕袁女袁汉族袁1972 年 2 月出生袁安徽濉
溪人袁中共党员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副教授袁从
事经济工作 16年遥 现任农商银渊北京冤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风控合规总监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非
执行董事渊独立董事冤候选人遥

荀以宏袁男袁汉族袁1965年 10 月出生袁江苏
盐城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会计师袁从事经

济工作 33 年遥 现任盐城国泰投资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尧总经理尧江苏中韩盐城产业园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尧盐城国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等职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遥

段嘉祥袁男袁汉族袁1949年 12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会计师袁从
事经济工作 31 年遥 原任射阳县地税局局长袁
2009年 12月退休袁 现任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外部监事遥 现提名为第
四届非执行董事渊独立董事冤候选人遥

戴爱明袁男袁汉族袁1983 年 4 月出生袁江苏
滨海人袁中共党员袁硕士研究生学历袁从事经济
工作 17 年遥 现任盐城欧堡利亚城市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江苏欧堡利亚华松实业集
团总经理袁江苏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非执行董事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遥

戴誉有袁男袁汉族袁1962年 12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审计师袁从事经
济工作 35 年遥 现任射阳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尧总经理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非执
行董事候选人遥

上述第四届董事候选人将提交江苏射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遥

特此公示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 月 19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候选人公示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已届满袁根据叶江苏射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曳的规定袁江苏射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按法定程序提名
产生第四届股东和外部监事候选人 6 名袁并于
2018年 6月 19 日经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遥 现予以公示渊按姓氏笔划为序冤院

吕书华袁女袁汉族袁1966年 10 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中学高级教师遥
现任射阳县二中集团党委副书记兼第二初级
中学书记尧董事袁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股东监事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外
部监事候选人遥

杨正荣袁男袁汉族袁1970年 10 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大专学历袁工程师袁从事经

济工作 26年遥 现任射阳县华宏丝绸有限公司
董事长尧党支部书记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股东监
事候选人遥

陈正勇袁男袁汉族袁1968 年 9 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审计师尧注册财
税理财师袁从事经济工作 29 年遥 现任江苏悦达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派财务负责人袁江苏射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外部监事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外部监事候选人遥

陶明军袁男袁汉族袁1965 年 2 月出生袁江苏
阜宁人袁中共党员袁本科学历袁高级经济师袁从
事金融尧经济工作 27年遥 现任江苏长江药业有
限公司尧 江苏恒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股东监事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股东监事候选人遥

黄正香袁女袁汉族袁1968 年 8 月出生袁江苏

射阳人袁中共党员袁大专学历袁助理会计师袁从
事经济工作 30 年遥 现任江苏炬通特种材料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股东监事候
选人遥

曹生华袁男袁汉族袁1957 年 2 月出生袁江苏
东台人袁中共党员袁硕士研究生学历袁高级经济
师袁从事金融工作 42年遥 原任江苏建湖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袁现已
退休遥 现提名为第四届外部监事候选人遥

上述第四届股东和外部监事候选人将提
交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遥

特此公示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19日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股东和外部监事候选人公示

问院今年袁我县继续全面推进野招
商引资突破年 冶尧 野企业质效提升
年冶尧野载体建设活动年冶的工作遥 请
问陈局长袁目前商务局就野招商引资
突破年冶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钥

答院上半年袁县商务局深入贯彻
落实 野招商引资突破年冶 活动要求袁
充分发挥商务职能袁 利用上级平台袁
先后组织参加了 5 月份韩国经贸交
流活动尧 盐城市 5窑18 经贸交流活动
等市级活动袁签约了汽车端子尧益海
水稻综合加工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尧安
徒生童话乐园等一批重大项目遥 同

时袁 积极组织县级外资专场招商活
动袁特别是韩国活动期间袁我县举办
了射阳 渊首尔冤 投资合作说明会袁成
功签约了仓储物流尧太阳汽车内饰纺
织材料尧钙离子添加剂尧芯片机械设
备尧韩文化美容体验中心尧蜡法 153
化妆品旗舰店等 6 个项目袁总投资达
6600万美元袁 协议利用外资 3000 万
美元遥 高频次尧 多批次的活动组织袁
促使全县外资项目数增幅明显遥截止
6 月 12 日袁 全县新备案外资项目 9
个曰 在建外资项目 13 个袁 同比增长
83.3%遥 截止 6月 12 日袁全县外资已
实现到账 6054 万美元 袁 同比增长
99.4%袁提前完成市下达全年任务袁总
量位居全市第二袁 序时位居全市第
一遥 另外袁近日袁全球顶级的国际性
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向盐城海
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注资
2589 万美元袁 并购海普润公司 25%
的股权袁并购溢价 2245万美元遥这是
摩根士丹利近年来对江苏企业的首
次并购袁也是射阳县历史上单次引进
外资最多的工业项目遥盐城海普润膜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射阳港经济
开发区内袁自 2016 年 5 月成立以来袁
以中国科学院专业膜研发技术为依
托袁先后取得 12 项发明专利袁4 项实
用新型专利袁先后荣获国家发明协会
一等奖尧中国膜行业专利奖尧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金奖袁已成长膜行业龙头
企业袁经营业绩迅猛增长袁2017 年纳
税超千万元袁2018 年一季度袁纳税超
过 1300 万元遥

问院野载体建设活动年冶已经取得
了哪些成绩钥 与往年有怎样的区别钥

答院2018 年截至 5 月份袁全县载
体建设投入 253396 万元袁实施 54 项
载体项目袁 完成序时 45.7%遥 其中
1220 重点载体投入 13.2 亿元袁 完成
序时 44.1%遥 预计 1-6 月份投入 30
亿元袁完成序时 53%遥

与往年相比袁今年载体平台创建
工作显著遥 年初袁针对野三区冶产业定
位和发展现状袁配合起草并出台叶加
快发展野高新冶经济开发区的实施意
见曳尧牵头起草并出台叶加快发展野高
大冶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实施意见曳尧

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
的实施意见曳遥 5 月份拟定全县载体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袁将开发区创建国
家级开发区尧高纺区创建省级高新区
纳入三年载体建设计划袁港开区创建
省级开发区则于 6月初正式获批遥每
月根据市商务局公布的经济技术园
区主要经济指标袁对野两区冶进位情况
进行分析袁形成材料袁查找短板袁分析
原因袁指出下步方向袁在县每月例会
上进行通报袁有力推动野两区冶等级创
建工作遥 6 月份袁 市商务局公布了
2017 年度全市园区等级创建结果袁
我县开发区尧港开区分别列 4A 级园
区第 1尧第 2名袁列全市第 5尧第 6位袁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遥

问院野企业质效提升年冶中袁商务
局是如何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尧做优做
强的钥

答院在 2017 年帮助企业申报 361
万元的基础上袁今年上半年我们成功
帮助企业成功申报出口信用保险尧公
平贸易站尧外贸稳增长切块尧中小企
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各类资金共
计 210 万元袁20多家企业获益遥 6 月
下旬袁我们还将组织全县小微外贸企
业续保中信保公司推出的野小微企业
信保易冶袁 帮助小型外贸企业规避外
贸出口风险袁 坚定企业外贸出口信
心遥 我们坚持野走下去冶工作理念袁深
入镇区和企业调研袁 实行上门服务尧
跟踪服务尧全程服务遥 多次深入经济
开发区尧射阳港经济区尧临海镇等镇
区袁 了解当地外贸企业运行情况袁帮
助协调矛盾和问题遥我们帮助杰龙进
口外转内 1200 万美元曰 帮助沙印争
取了春季广交会摊位曰 帮助农垦尧海
越两个麦芽企业协调进口配额曰帮助
凯盛新材料尧盛昌服饰尧盟发能源等
14 家企业办理了自营进出口备案遥
我们还制定了全县外贸出口前 20 强
企业和进口前 10 强企业培植计划
表袁 在明确企业 2018 年进出口目标
任务的同时袁为每家企业制定至少三
条以上培植服务措施袁明确县商务局
对每家企业申请奖补的金额目标遥据
海关统计袁1-4 月份袁 全县实现外贸
进出口 2.26 亿美元 袁 同比增长

51.5%袁序时位列全市第一遥 其中袁出
口 1.12 亿美元袁 同比增长 19.7%袁曰
进口 1.14 亿美元袁同比增长 105.2%遥
预计上半年全县实现外贸进出口
3.39 亿美元袁同比增长 48.7%袁其中袁
出口 1.74 亿美元 袁 进口 1.65 亿美
元遥

问院公司有进出口业务袁想办理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袁请问这个
具体手续怎么办钥 需要什么材料袁收
费吗钥

答院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是免费的遥 具体办理程序是院企业
可以通过 野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
台冶网站注册登录企业端口袁进入野对
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冶 应用板块遥
野备案机关冶选择野射阳县商务局冶袁
野备案登记方式冶 选择 野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冶或野其他冶曰网上填写尧提交
叶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曳袁提交
成功后使用 A4 纸直接打印 叶登记
表曳袁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叶登记表曳上
签字尧加盖企业公章遥 完成上述步骤
后到备案登记机关渊射阳县城人民西
路 100 号 射阳县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商务局窗口冤提交下列材料院

一是打印出的叶登记表曳原件袁这
个需要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企业公章曰

二是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袁 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须包含
野货物进出口冶 或 野技术进出口冶业
务曰

三是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身份
证的复印件遥

如果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个
体工商户袁还须提交合法公证机构出
具的财产公证证明原件遥

另外袁现在我局的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现已实现全程 野不见面冶
办理遥申请人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
网盐城射阳站的政府部门行政权力
事项清单进入县商务局的野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记办事指南冶页面进行
野在线办理冶申请袁填入申请信息及相
关材料扫描件袁在野在线申报冶页面的
快递选择中勾选 野申报材料快递冶和
野证照批文快递冶曰 即可通过 EMS 免

费将申请材料快递我局窗口袁我局窗
口在收到材料后若查实企业符合备
案条件袁 且所有申请材料准确无误袁
将立刻依法办结业务并寄出你单位
的叶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曳袁企
业很快就能收到叶备案表曳遥

问院如果单位有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了袁但是上面有些事项要
变更袁手续怎么办钥 还有万一把登记
表掉了袁怎么补办钥

答院叶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曳上的任何事项发生变更时袁应在
商务部网站上下载空白 叶登记表曳填
写并打印袁然后按照原办理程序提交
全部书面材料至射阳县政务服务中
心商务局窗口办理遥 万一证件遗失袁
需要补办袁则需在叶国际商报曳或叶新
华日报曳公告一次袁提供刊登原件袁到
窗口重新申办遥

问院今年我县要新建 6座农贸市
场袁这 6座菜市场将建在哪里钥 有哪
些特点钥

答院 为适应县城经济发展水平袁
提高县城居民的满意度尧 幸福度袁今
年我县在县城规划建设农贸市场 6
座遥其中院解放西路农贸市场尧双拥南
路农贸市场尧达阳路农贸市场和兴海
路农贸市场由水投集团投资建设曰凤
兴农贸市场由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曰
清华园北侧农贸市场由国投集团投
资建设遥 目前进度院解放西路农贸市
场正在土方开挖袁双拥南路农贸市场
正在打桩袁达阳路农贸市场和兴海路
农贸市场正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袁凤兴农贸市场正在办理财政评
审袁清华园北侧菜场正在进行地质勘
探尧准备设计单位招标遥选址情况院解
放西路农贸市场位于县人武部东侧尧
解放西路北侧袁双拥南路农贸市场位
于双拥南路东侧尧 众鑫嘉园小区南
侧袁 达阳路农贸市场位于达阳路东
侧尧建设大道北侧袁兴海路农贸市场
位于兴海路西侧尧 理想家园小区南
侧袁 凤兴农贸市场位于迎宾路西侧尧
金阳哈罗斯南侧袁清华园北侧农贸市
场位于海都路西侧尧 清华园小区北
侧遥 主要特点院1尧公益性强遥 作为县
政府 20 项城建重点工程项目之一袁

有突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袁建成后可
以形成现代化农贸市场体系袁能有效
承担保供尧稳价尧安全尧环保等公益性
功能遥 2尧布点合理遥 这 6 座农贸市场
均为大型农贸市场袁 服务半径可达
1500 米以上遥 其中袁双拥南路农贸市
场尧达阳路农贸市场尧兴海路农贸市
场和凤兴农贸市场选址均位于幸福
大道两侧袁可以满足两侧新建住宅小
区居民的生活需求遥 3尧标准化建设遥
这 6 座农贸市场将严格按照叶盐城市
区菜市场建设规范标准曳 进行建设袁
确保建成苏北一流尧全市领先尧功能
完善的农贸市场遥

问院现在商户发放商业预付卡比
较普遍袁 涉及到美容美发尧 洗浴尧健
身尧餐饮等各行各业袁但是每张卡金
额各不相同袁上至几万袁下至几百袁对
于预付卡这块袁有没有相关规定吗钥

答院 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的 叶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曳规
定袁经营者发行单用途预付卡渊含其
他预收款凭证冤的袁单张记名卡限额
不得超过五千元袁单张不记名卡限额
不得超过一千元遥 其中袁个体工商户
需要发行单用途预付卡的袁单张限额
不得超过一千元遥 同时袁要求预付卡
不得设定有效期遥

问院如果商户停业关门了袁那市
民办理的预付卡该如何处理呢钥

答院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袁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遥 未消费
的袁应当全额退款并承担预付款的利
息曰已经消费的袁应当按照原约定的
优惠方案扣除已经消费的金额袁予以
退款并承担退款部分的利息遥
经营者停业尧歇业或者变更经营场所
的袁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已交预付款
的消费者袁 并按照前款规定承担责
任遥

问院如果商户违反预付卡的相关
规定袁商务局将会采取哪些措施钥

答院 如果违反上述相关规定袁将
由我们商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曰逾期
仍不改正的袁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遥

加快推进外资外贸 力促企业提质增效
要要要县商务局局长陈锭之答社会公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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