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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证 [2017] 450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辅导工作报告（第一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或“辅导对象”）

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63 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2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邮证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与邮

储银行签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合辅

导机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与上市之辅导协议》（以

下简称“《辅导协议》”），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共同担任邮储银行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联合辅导机构。联合辅导

机构已于 2017年 9月 15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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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证监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于当日正式备案登记。现就本期辅导

工作向北京证监局汇报如下： 

一、本辅导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辅导期辅导经过描述 

根据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于本辅导期对邮

储银行及其分、子公司进行了全面、持续的尽职调查。针对尽职调查情况，中金

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与邮储银行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访

谈、召开定期或专题讨论会、收集信息资料、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对邮储银行

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重点了解邮储银行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股本结构、

经营管理情况、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

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邮储银行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中金

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实施辅导计划，针对性地提出完善邮储银行治理、加

强规范运作等方面的相关建议，督促邮储银行解决上市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二）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1、辅导机构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联合辅导机构为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此外，

联合辅导机构也安排了邮储银行律师海问律师事务所、邮储银行审计机构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参与了辅导工作。 

2、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 

本辅导期，中金公司指定由许佳、孙男、杜祎清、王鑫、陈雪、余靖、郑凌

婧、陈纳稼、万宁、王珈瑜组成辅导小组，由许佳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中邮证

券指定由于晓军、李林、李勇、李磊、钟建高、王楠、庞千、鄂莹组成辅导小组，

由李勇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瑞银证券指定由刘文成、林瑞晶、管辰阳、张一、

刘柳、李昭、林天天、吕青子组成辅导小组，由刘文成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 

3、辅导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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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的辅导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

资格，且该等人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均未有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

情形。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邮储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及监管

机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准备了全面及各专项尽职调查

清单，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以系统、深入地了解邮储银行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情

况，全面收集和整理历史沿革、业务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董监高人员、

组织机构及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业务发展目标、募集资金运用、风险因素及其

他重要事项等方面的基础材料。同时，联合辅导机构对上述材料进行审阅和整理，

并将以补充尽职调查清单和专项问题解决建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尽职调查工

作，督促邮储银行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规范。 

（2）辅导授课 

2017 年 9 月 26 日，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会同海问

律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邮储银行接受辅导

的人员进行了集中辅导授课。通过学习，接受辅导的人员学习了 A 股股票发行

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需要履行

的责任，增强了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通过实地走访了解邮储银行基本情况 

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在尽职调查基础上，制定了走

访计划，通过对邮储银行的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及电话访谈的方式，了解邮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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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基本情况、行业发展现状和前景、邮储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以及规范运营情

况，核查邮储银行存款、贷款及资金业务交易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异常情况，核查邮储银行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遭受处罚情况。 

（4）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定期召集中介机

构协调会，就重要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积极商讨和解决邮储银行尚存在的主

要问题，督促邮储银行从各方面规范运作，并取得了持续良好的效果。 

（5）协助制定、完善邮储银行治理制度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会同律师协助邮

储银行修订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相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和内控环境。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了辅导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辅导人员及参与辅导工作的律师、会计师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一定

课时的集中授课与考试。 

（2）辅导机构已编制系统的辅导教程，并将辅导教程和相关法律法规手册

发放给接受辅导的人员。接受辅导的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并将问题反馈

给辅导人员，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座谈讨论。 

（3）在实际工作中，辅导人员与接受辅导的人员不断进行沟通，对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即使通过个别答疑等形式协助解决。 

（4）针对接受辅导的人员存在的特殊问题，辅导机构安排接受辅导的人员

与参与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不定期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

讨论和案例分析并解决。 

（5）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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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的辅导工作按计划顺利展开，并根据辅导对象对证券法律法规、公司

规范化运营、内控规范等方面不同的掌握情况进行专项讨论或者培训，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与辅导对象邮储

银行均认真履行了《辅导协议》的相关约定，认真开展了辅导工作，无违反《辅

导协议》的情形发生。 

（六）辅导对象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邮储银行严格遵守《辅导协议》的相关规定，辅导对

象管理人员高度重视辅导工作，保证了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

证券与邮储银行各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使得各项辅导工

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邮储银行的主要业务主要包括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个人贷款业务、个人存款

业务、银行卡业务、个人结算业务以及个人投资理财业务；公司银行业务，包括

公司贷款业务、公司存款业务、结算与现金管理业务、贸易融资与国际结算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托管业务；资金业务包括市场交易业务、投资业务和同业融资

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此外，邮储银行积极发展三农金融业务，为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思路，创新三农金

融、小微企业领域绿色信贷产品与服务，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 

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辅导期内，结合北京证监局对于拟上市公司的辅导监管指引，中金公司、

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及海问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治理制度、三会运行等规范运作情

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邮储银行已为 H 股上市公司，但本次上市过程中，仍需

根据 A 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规范和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制度。 

联合辅导机构与律师根据 A 股上市公司要求，督促并协助邮储银行修订完

善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以



6 

 

满足中国证监会对 A 股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 

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指派的辅导人员在从事具体辅导工作中均能做到

勤勉尽责，同时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并

按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通过辅导，联合辅导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

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有效地促进了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并督促辅导对象对前期存在的一些尚待

规范或完善的问题加以解决。 

辅导人员将在后续辅导工作中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辅导工作，协助辅导对象

更好地符合 A 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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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文件 
中邮证券〔2017〕250号                       签发人：丁奇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辅导工作报告（第一期） 

北京证监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或“辅导对象”）

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63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2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邮证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与邮储银

行签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合辅导机

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与上市之辅导协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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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辅导协议》”），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共同担任邮储银行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联合辅导机构。联合辅导

机构已于 2017年 9月 15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

京证监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于当日正式备案登记。现就本期辅导

工作向北京证监局汇报如下： 

一、本辅导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辅导期辅导经过描述 

根据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于本辅导期对邮

储银行及其分、子公司进行了全面、持续的尽职调查。针对尽职调查情况，中金

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与邮储银行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访

谈、召开定期或专题讨论会、收集信息资料、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对邮储银行

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重点了解邮储银行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股本结构、

经营管理情况、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

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邮储银行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中金

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实施辅导计划，针对性地提出完善邮储银行治理、加

强规范运作等方面的相关建议，督促邮储银行解决上市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二）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1、辅导机构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联合辅导机构为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此外，

联合辅导机构也安排了邮储银行律师海问律师事务所、邮储银行审计机构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参与了辅导工作。 

2、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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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期，中金公司指定由许佳、孙男、杜祎清、王鑫、陈雪、余靖、郑凌

婧、陈纳稼、万宁、王珈瑜组成辅导小组，由许佳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中邮证

券指定由于晓军、李林、李勇、李磊、钟建高、王楠、庞千、鄂莹组成辅导小组，

由李勇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瑞银证券指定由刘文成、林瑞晶、管辰阳、张一、

刘柳、李昭、林天天、吕青子组成辅导小组，由刘文成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 

3、辅导人员情况 

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的辅导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

资格，且该等人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均未有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

情形。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邮储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及监管机

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准备了全面及各专项尽职调查

清单，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以系统、深入地了解邮储银行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情

况，全面收集和整理历史沿革、业务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董监高人员、

组织机构及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业务发展目标、募集资金运用、风险因素及其

他重要事项等方面的基础材料。同时，联合辅导机构对上述材料进行审阅和整理，

并将以补充尽职调查清单和专项问题解决建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尽职调查工

作，督促邮储银行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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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导授课 

2017 年 9月 26 日，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会同海问

律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邮储银行接受辅导

的人员进行了集中辅导授课。通过学习，接受辅导的人员学习了 A股股票发行上

市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需要履行的

责任，增强了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通过实地走访了解邮储银行基本情况 

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在尽职调查基础上，制定了走

访计划，通过对邮储银行的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及电话访谈的方式，了解邮储

银行基本情况、行业发展现状和前景、邮储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以及规范运营情

况，核查邮储银行存款、贷款及资金业务交易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异常情况，核查邮储银行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遭受处罚情况。 

（4）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定期召集中介机

构协调会，就重要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积极商讨和解决邮储银行尚存在的主

要问题，督促邮储银行从各方面规范运作，并取得了持续良好的效果。 

（5）协助制定、完善邮储银行治理制度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会同律师协助邮

储银行修订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相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和内控环境。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了辅导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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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辅导人员及参与辅导工作的律师、会计师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一定

课时的集中授课与考试。 

（2）辅导机构已编制系统的辅导教程，并将辅导教程和相关法律法规手册

发放给接受辅导的人员。接受辅导的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并将问题反馈

给辅导人员，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座谈讨论。 

（3）在实际工作中，辅导人员与接受辅导的人员不断进行沟通，对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即使通过个别答疑等形式协助解决。 

（4）针对接受辅导的人员存在的特殊问题，辅导机构安排接受辅导的人员

与参与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不定期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

讨论和案例分析并解决。 

（5）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阶段的辅导工作按计划顺利展开，并根据辅导对象对证券法律法规、公司

规范化运营、内控规范等方面不同的掌握情况进行专项讨论或者培训，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与辅导对象邮储

银行均认真履行了《辅导协议》的相关约定，认真开展了辅导工作，无违反《辅

导协议》的情形发生。 

（六）辅导对象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邮储银行严格遵守《辅导协议》的相关规定，辅导对

象管理人员高度重视辅导工作，保证了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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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与邮储银行各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使得各项辅导工

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邮储银行的主要业务主要包括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个人贷款业务、个人存款

业务、银行卡业务、个人结算业务以及个人投资理财业务；公司银行业务，包括

公司贷款业务、公司存款业务、结算与现金管理业务、贸易融资与国际结算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托管业务；资金业务包括市场交易业务、投资业务和同业融资

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此外，邮储银行积极发展三农金融业务，为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思路，创新三农金

融、小微企业领域绿色信贷产品与服务，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 

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辅导期内，结合北京证监局对于拟上市公司的辅导监管指引，中金公司、

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及海问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治理制度、三会运行等规范运作情

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邮储银行已为 H股上市公司，但本次上市过程中，仍需根

据 A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规范和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制度。 

联合辅导机构与律师根据 A股上市公司要求，督促并协助邮储银行修订完善

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以满

足中国证监会对 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 

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指派的辅导人员在从事具体辅导工作中均能做到

勤勉尽责，同时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并

按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通过辅导，联合辅导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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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有效地促进了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并督促辅导对象对前期存在的一些尚待

规范或完善的问题加以解决。 

辅导人员将在后续辅导工作中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辅导工作，协助辅导对象

更好地符合 A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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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报字[2017] 0168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辅导工作报告（第一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或“辅导对象”）

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63 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2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邮证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与邮

储银行签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合辅

导机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与上市之辅导协议》（以

下简称“《辅导协议》”），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共同担任邮储银行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联合辅导机构。联合辅导

机构已于 2017年 9月 15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

京证监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于当日正式备案登记。现就本期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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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向北京证监局汇报如下： 

一、本辅导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辅导期辅导经过描述 

根据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于本辅导期对邮

储银行及其分、子公司进行了全面、持续的尽职调查。针对尽职调查情况，中金

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与邮储银行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访

谈、召开定期或专题讨论会、收集信息资料、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对邮储银行

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重点了解邮储银行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股本结构、

经营管理情况、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

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邮储银行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中金

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实施辅导计划，针对性地提出完善邮储银行治理、加

强规范运作等方面的相关建议，督促邮储银行解决上市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二）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1、辅导机构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联合辅导机构为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此外，

联合辅导机构也安排了邮储银行律师海问律师事务所、邮储银行审计机构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参与了辅导工作。 

2、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 

本辅导期，中金公司指定由许佳、孙男、杜祎清、王鑫、陈雪、余靖、郑凌

婧、陈纳稼、万宁、王珈瑜组成辅导小组，由许佳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中邮证

券指定由于晓军、李林、李勇、李磊、钟建高、王楠、庞千、鄂莹组成辅导小组，

由李勇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瑞银证券指定由刘文成、林瑞晶、管辰阳、张一、

刘柳、李昭、林天天、吕青子组成辅导小组，由刘文成担任辅导小组负责人。 

3、辅导人员情况 

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的辅导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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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且该等人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均未有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

情形。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邮储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及监管

机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准备了全面及各专项尽职调查

清单，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以系统、深入地了解邮储银行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情

况，全面收集和整理历史沿革、业务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董监高人员、

组织机构及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业务发展目标、募集资金运用、风险因素及其

他重要事项等方面的基础材料。同时，联合辅导机构对上述材料进行审阅和整理，

并将以补充尽职调查清单和专项问题解决建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尽职调查工

作，督促邮储银行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规范。 

（2）辅导授课 

2017 年 9 月 26 日，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会同海问

律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邮储银行接受辅导

的人员进行了集中辅导授课。通过学习，接受辅导的人员学习了 A 股股票发行

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需要履行

的责任，增强了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通过实地走访了解邮储银行基本情况 

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在尽职调查基础上，制定了走

访计划，通过对邮储银行的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及电话访谈的方式，了解邮储

银行基本情况、行业发展现状和前景、邮储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以及规范运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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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核查邮储银行存款、贷款及资金业务交易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异常情况，核查邮储银行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遭受处罚情况。 

（4）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定期召集中介机

构协调会，就重要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积极商讨和解决邮储银行尚存在的主

要问题，督促邮储银行从各方面规范运作，并取得了持续良好的效果。 

（5）协助制定、完善邮储银行治理制度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会同律师协助邮

储银行修订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相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和内控环境。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了辅导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辅导人员及参与辅导工作的律师、会计师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一定

课时的集中授课与考试。 

（2）辅导机构已编制系统的辅导教程，并将辅导教程和相关法律法规手册

发放给接受辅导的人员。接受辅导的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并将问题反馈

给辅导人员，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座谈讨论。 

（3）在实际工作中，辅导人员与接受辅导的人员不断进行沟通，对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即使通过个别答疑等形式协助解决。 

（4）针对接受辅导的人员存在的特殊问题，辅导机构安排接受辅导的人员

与参与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不定期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

讨论和案例分析并解决。 

（5）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阶段的辅导工作按计划顺利展开，并根据辅导对象对证券法律法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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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运营、内控规范等方面不同的掌握情况进行专项讨论或者培训，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证券与辅导对象邮储

银行均认真履行了《辅导协议》的相关约定，认真开展了辅导工作，无违反《辅

导协议》的情形发生。 

（六）辅导对象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邮储银行严格遵守《辅导协议》的相关规定，辅导对

象管理人员高度重视辅导工作，保证了联合辅导机构中金公司、中邮证券、瑞银

证券与邮储银行各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使得各项辅导工

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邮储银行的主要业务主要包括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个人贷款业务、个人存款

业务、银行卡业务、个人结算业务以及个人投资理财业务；公司银行业务，包括

公司贷款业务、公司存款业务、结算与现金管理业务、贸易融资与国际结算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托管业务；资金业务包括市场交易业务、投资业务和同业融资

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此外，邮储银行积极发展三农金融业务，为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思路，创新三农金

融、小微企业领域绿色信贷产品与服务，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 

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辅导期内，结合北京证监局对于拟上市公司的辅导监管指引，中金公司、

中邮证券、瑞银证券及海问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治理制度、三会运行等规范运作情

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邮储银行已为 H 股上市公司，但本次上市过程中，仍需

根据 A 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规范和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制度。 

联合辅导机构与律师根据 A 股上市公司要求，督促并协助邮储银行修订完

善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以

满足中国证监会对 A 股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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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本辅导期内，联合辅导机构指派的辅导人员在从事具体辅导工作中均能做到

勤勉尽责，同时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并

按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通过辅导，联合辅导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

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有效地促进了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并督促辅导对象对前期存在的一些尚待

规范或完善的问题加以解决。 

辅导人员将在后续辅导工作中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辅导工作，协助辅导对象

更好地符合 A 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