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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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

简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以

下简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

息披露细则（试行）》（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细则”）、《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以及《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3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

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试行）》等其他有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或“我公司”）作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

鲁银行”、“公司”、“发行人”）的主办券商，对齐鲁银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的合法合规性出具本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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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申请人/发行人/齐鲁

银行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本次发行、本次定向发行、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指 

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282,000,000股股票

的行为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章程、公司章程 指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资本管理办法》 指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

规定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

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

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

比率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人行、央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河南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河北银监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开封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封监管分局 

洛阳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三门峡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门峡监管分局 

商丘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焦作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邯郸银监分局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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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澳洲联邦银行 指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公司股东 

济源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登封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兰考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伊川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渑池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永城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温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辛集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永年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磁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涉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魏县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成安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栾城村镇银行 指 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村镇银行等15家村镇银

行 
指 

济源村镇银行、登封村镇银行、兰考村镇银行、伊川村

镇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温县村镇银行、

辛集村镇银行、永年村镇银行、磁县村镇银行、邯郸县

村镇银行、涉县村镇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成安村镇银

行、栾城村镇银行的统称 

杭州银行 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6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主要数据以合并口径披露；本股票发

行合法合规性意见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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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挂牌公司及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一）挂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证券代码：832666 

挂牌日期：2015年 6月 29日 

股份公开转让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发行前股份总额：284,075.00 万股 

发行后股份总额：412,275.00 万股 

法定代表人：王晓春 

董事会秘书兼信息披露负责人：崔香 

公司成立日期：1996年 6月 5 日 

住 所：济南市市中区顺河街 176 号     

邮 编：250001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

公司所处行业为“J金融业—J66货币金融服务”。根据由国家统计

局起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

“J66货币金融服务—J6620货币银行服务”。 

经营范围： 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

用资金委托存贷款业务。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

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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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审批机关核准的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0531-86075850 

联系传真：0531-86923511 

电子邮箱：boardoffice@qlbchina.com 

互联网址：http://www.qlbchina.com 

（二）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齐鲁银行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282,000,000股，其中 1,113,025,642股

为现金认购，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4,340,800,003.80 元，另外 168,974,358 股

为非现金资产认购，非现金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59,000,000.00 元。 

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指南》、《业务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于齐鲁银行系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非

上市公众公司，因此本次定向发行不属于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的范围，需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0 号），核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

宜。 

三、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

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提

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完整的保存；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了内控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从而在制度基础

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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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

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

议情况等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

违反《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四、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公司在申请挂牌期间，严格按照《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挂牌期间，严格按照《信息披

露细则》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

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及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网站披露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

说明书（申报稿）》等文件，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继续按照《信息披

露细则》、《业务细则》、《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本次股票发行的后续信息披

露义务。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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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 35名。”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 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

产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

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年以上金融产

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

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

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8 名法人机构投资者，包括 9 名原股东及 9 名新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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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类别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方式 

原 

股 

东 

1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8,000,000 现金 

2 澳洲联邦银行 168,974,358 股权 

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110,000 现金 

4 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4,700,000 现金 

5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52,800,000 现金 

6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44,720,000 现金 

7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 现金 

8 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9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90,000 现金 

新 

增 

投 

资 

者 

10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54,795,642 现金 

11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现金 

12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51,280,000 现金 

13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5,810,000 现金 

14 山东贝嘉豪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现金 

15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现金 

16 青岛巨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20,000 现金 

17 济南弘安纸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18 北京易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现金 

 合计 1,282,000,000 -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系公司原股东或实收资本/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法人机构,并已开立新三板相关证券账户，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六、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具体分析如下： 

（一）齐鲁银行于 2017年 7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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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

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

案》、《关于批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中参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已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披

露。 

鉴于本次定向发行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齐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

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张伟、布若非

（Michael Charles Blomfield）、赵青春、尉可超已履行回避表决程序；在审

议《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中参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布若非（Michael Charles Blomfield）已履行回避表决

程序。相关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齐鲁银行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

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

案》、《关于批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中参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并已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鉴于本次定向发行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大会在审议《关于<齐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时，关联股东澳洲联邦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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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中国重

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已履行回避表决程序，在审议《关于本次定向

发行股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股

票方案中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定

向发行股票中参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时，关联

股东澳洲联邦银行已履行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2017 年 9 月 5 日，山东银监局作出《山东银监局关于同意齐鲁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方案的批复》（鲁银监准〔2017〕283号），同意齐

鲁银行非公开定向发行不超过 128,200万股普通股，每股发行价格 3.90元。 

（四）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0 号），核准本次定向发行股

票事宜。 

（五）2017年 11月 1日，山东银监局作出《山东银监局关于齐鲁银行有关

股东资格的批复》（鲁银监准〔2017〕355号），对齐鲁银行本次发行中涉及的

持股 5%以上的发行对象的股东资格进行了核准，同意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增持 24,800 万股股份，增持后合计持股比例为 6.30%；同意重庆华宇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 25,479.5642 万股股份，认购后持股比例为 6.18%；同意澳洲联

邦银行增持 16,897.4358万股股份，增持后合计持股比例 17.88%。 

（六）2017 年 11 月 22 日，齐鲁银行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上披露《齐

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提示发行对

象及时缴纳认购资金或办理非现金资产的权属变更。 

（七）2017年 11月 29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7）4-7号），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缴款情况予以验证。 

（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

法合规之法律意见书》，认为齐鲁银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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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

结果合法合规。 

七、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定价结果是

否合法有效的意见 

（一）发行定价方式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 3.80元；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1,303,060.00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88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3.90 元/股。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

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资产评估结果、公司利润分配情况等多种因素确

定。 

（二）定价过程是否公平、公正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资

产评估结果、公司利润分配情况等多种因素确定，本次股票发行 18 名投资者定

价相同，定价过程公平、公正。 

（三）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价格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监会、中国证

监会审核通过，且发行对象均已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认购款项或将非现金资产

变更至公司名下，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

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定价结果合法有

效。 

八、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澳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河南省、河北省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非现金资产认购所发行的股份，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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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的开展已取得主管部门的许可。标的资产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审计，

由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开

元评报字[2017]283 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报告》，经交易双

方友好协商，确定该非现金认购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5,900.00 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作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开

展审计工作时具备独立性，审计结果合理且公允；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标的资产相关评估报

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

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

估参数的选用合理，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结论具

备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用于认购公司股票的标的资产经过了审计和评估程序，交易价格

以此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存在利益转移或输送。 

非现金资产的变更手续已分别取得河南银监局、河北银监局的批准，并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本次发行前，非现金认购的资产基本情况如下1： 

（1）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加享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 66号 

主要办公地点：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 66号 

成立日期：2011年 2月 22 日 

                                                        
1 非现金资产的基本情况截止至股权权属变更完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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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2,000万元 

实收资本：12,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应经审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济源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9,600.00 9,6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2,400.00 2,400.00 20.00% 

合  计 12,000.00 12,000.00 100.00% 

济源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济源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3H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1年2月18日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轵城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3S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3年8月30日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承留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3S241080001 河南银监局 2014年6月18日 

澳洲联邦银行（济源）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克井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3S241010002 河南银监局 2015年8月4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济

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8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9,6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4日，济源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2）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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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登封市嵩山路北段负一巷 1号 

主要办公地点：登封市嵩山路北段负一巷 1号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3 日 

注册资本：7,000万元 

实收资本：7,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封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5,600.00 5,6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400.00 1,400.00 20.00% 

合  计 7,000.00 7,000.00 100.00% 

登封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登封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9H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1年6月20日 

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卢店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29S241010001 河南银监局 2014年10月31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登

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30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5,6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4日，登封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3）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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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兆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兰考县中原路北段西侧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兰考县中原路北段西侧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3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

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兰考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000.00 1,000.00 20.00% 

合  计 5,000.00 5,000.00 100.00% 

兰考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兰考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30H341020001 

开封银监分

局 
2016年5月9日 

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城关镇支

行 

金融许可证 S0030S341020001 
开封银监分

局 
201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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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联邦银行（兰考）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谷营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30S341020002 

开封银监分

局 
2015年4月29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兰

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7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0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4日，兰考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4）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栓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文化北路东侧 132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文化北路东侧 132号 

成立日期：2012年 4月 10 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劵；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伊川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800.00 4,8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200.00 1,200.00 20.00% 

合  计 6,000.00 6,000.00 100.00% 

伊川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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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伊川）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6H341030001 

洛阳银监分

局 
2012年4月9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伊

川）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2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8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4日，伊川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5）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渑池县新华国际小区 2#-04、2#-05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渑池县新华国际小区 2#-04、2#-05商铺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24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经

营范围中凡需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渑池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80.00% 

2 杭州银行 货币 1,000.00 1,0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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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000.00 5,000.00 100.00% 

渑池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渑池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8H341120001 

三门峡银监

分局 
2012年5月23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渑

池）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9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0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7日，渑池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6）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永城市欧亚路欧亚阳光花园南门 1#2#3#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永城市欧亚路欧亚阳光花园南门 1#2#3#商铺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28 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实收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事

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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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8,000.00 8,000.00 100.00% 

合  计 8,000.00 8,000.00 100.00% 

永城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永城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66H341140001 

商丘银监分

局 
2015年7月2日 

澳洲联邦银行（永城）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刘河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66S341140001 

商丘银监分

局 
2015年7月13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永

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6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8,0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4日，永城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7）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温县温泉镇黄河路与慈胜大街交汇处天赐华府东区 9号楼

A.B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温县温泉镇黄河路与慈胜大街交汇处天赐华府东区 9

号楼 A.B户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28 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实收资本：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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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温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100.00% 

合  计 4,000.00 4,000.00 100.00% 

温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温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温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01H341080001 

焦作银监分

局 
2013年6月28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南银监局下发《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澳洲联邦银行（温

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主发起行股权变更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325

号），同意澳洲联邦银行将所持 4,00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齐鲁银行。 

2017年 11月 24日，温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8）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建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辛集市安定大街 1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辛集市安定大街 1号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20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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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辛集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5,000.00 5,000.00 100.00% 

合  计 5,000.00 5,000.00 100.00% 

辛集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辛集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4H213010001 河北银监局 2013年5月15日 

2017年 11月 3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辛集）

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6 号），同意齐鲁银

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月 23日，辛集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9）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丽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迎宾大街滏阳金地小区 1-2门市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迎宾大街滏阳金地小区 1-2门市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23 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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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永年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100.00% 

合  计 4,000.00 4,000.00 100.00% 

永年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永年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6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7年7月4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永年）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6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月 24日，永年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0）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霞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磁县友谊北大街路西 1幢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磁县友谊北大街路西 1幢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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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200万元 

实收资本：4,2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磁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200.00 4,200.00 100.00% 

合  计 4,200.00 4,200.00 100.00% 

磁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磁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27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3年10月10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磁县）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1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月 23日，磁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1）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文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东环南大街 178号、180号、182 号商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东环南大街 178号、180号、182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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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 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邯郸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6,000.00 6,000.00 100.00% 

合  计 6,000.00 6,000.00 100.00% 

邯郸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邯郸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9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澳洲联邦银行（邯郸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滏东支行 
金融许可证 S0049S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5年12月7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邯郸

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9号），同

意齐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

权。 

2017年 11月 22日，邯郸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2）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保良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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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龙山大街君子居小区商 2-04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龙山大街君子居小区商 2-04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 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涉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6,000.00 6,000.00 100.00% 

合  计 6,000.00 6,000.00 100.00% 

涉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涉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涉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51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涉县）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8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月 27日，涉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3）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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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魏县望远大街南段路西 5号地上多层商住楼一、二层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魏县望远大街南段路西 5号地上多层商住楼一、二层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收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共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魏县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5,000.00 5,000.00 100.00% 

合  计 5,000.00 5,000.00 100.00% 

魏县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魏县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魏县）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52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魏县）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77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月 24日，魏县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4）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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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成安县政府街西段路南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成安县政府街西段路南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6 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实收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成安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4,000.00 4,000.00 100.00% 

合  计 4,000.00 4,000.00 100.00% 

成安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成安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成安）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50H313040001 

邯郸银监分

局 
2014年6月25日 

2017年 11月 2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成安）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0号），同意齐

鲁银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2017年 11月 23日，成安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15）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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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建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栾城县丰泽大街，宏达路北侧，汇华路南，宏远花园沿街

商业 B区一二层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栾城县丰泽大街，宏达路北侧，汇华路南，宏远花园

沿街商业 B区一二层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30 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业务，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栾城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澳洲联邦银行 货币 6,000.00 6,000.00 100.00% 

合  计 6,000.00 6,000.00 100.00% 

栾城村镇银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栾城村镇银行拥有的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资质名称 机构编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澳洲联邦银行（栾城）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许可证 S0048H213010001 河北银监局 2017年5月9日 

2017年 11月 3日，河北银监局下发《河北银监局关于澳洲联邦银行（栾城）

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冀银监复〔2017〕285 号），同意齐鲁银

行作为新主发起人，全额受让原主发起人澳洲联邦银行持有的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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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27日，栾城村镇银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所涉非现金认购资产，即澳洲

联邦银行所持济源村镇银行等 15 家村镇银行的股权，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

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所涉非现金认购资产的变更已

分别经河南银监局、河北银监局批准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程序，

相关变更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业务细则》第八条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

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

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

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

八条规定：“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所发行股票

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故公司在发行新股时以现金认购的，原股东不享有对新增

股份的优先认购权。此外，因相关规定与公司章程均未对发行新股时非现金资产

认购的优先认购权作出规定，因此以非现金资产认购新增股份的不涉及优先认购

安排。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业

务细则》等规范性要求。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一）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8 名法人机构投资者，包括 9 名原股东及 9 名新

增法人股东。 

（二）发行目的 

本次定向发行旨在提高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水平，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

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同时，澳

洲联邦银行以其持有的河南省、河北省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为对价认购公司本

次定向发行的股份，交易完成后澳洲联邦银行所持 15 家村镇银行的股权将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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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服务三农、支农支小、服务

县域；有助于深化公司与澳洲联邦银行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有利于贯彻落实人行和监管部门关于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和三农金融

服务的工作部署，符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

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的会议精神要求。 

（三）股票的公允价值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资

产评估结果、公司利润分配情况等多种因素确定，定价公允。 

（四）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是因业务发展需要，并非以换取服

务为目的，同时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3.90 元，发行价格公允。因此公

司本次发行不涉及《企业会计准则》中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或以现金结算的股

份支付，不应进行股份支付相关的账务处理。 

十一、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

案程序的说明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私募登记和备案办

法（试行）》”），主办券商对本次发行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是否需要按照《私

募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方法

为通过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名称或经营

范围是否存在相关字样的方式进行初步筛选，然后通过分析其出资人、检索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电话访谈等方式进一步确认其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是否进行登记备案。 

经核查，截至齐鲁银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

股东 3,902户，其中非自然人股东 208户，自然人股东 3,694 户。本次股票发行

的认购对象包括 9名原股东 9 名新增法人股东，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除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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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需办理

备案登记。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基金业协会登记

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65961，截至本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

见出具之日，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尚不存在需要申请备案的私募投资

基金产品。 

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情况如下： 

（一）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循久奕新三板卓越基

金 

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循久奕新三板卓越基金系私募投资基

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9844，其管理人为上海天循久

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9630。 

（二）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沃土新三板三

号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沃土新三板三号证券投资基金系

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29411，其管理人为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

为 P1000302。 

（三）杭州冷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冷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杭州冷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冷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S0610，其管理人为杭州冷火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17627。 

（四）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久益汇投资本新三板金

融行业指数基金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久益汇投资本新三板金融行业指数基金系

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86170，其管理人为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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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金 

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

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3280，其管理人为上海合之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1182。 

（六）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量创起航

1 号量化投资基金 

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量创起航 1 号量化投资基金

系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L8402，其管理人

为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

号为 P1032081。 

（七）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富君诚新三板私募投资基

金 

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富君诚新三板私募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

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S9853，其管理人为上海君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2309。 

（八）北京鑫昌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鑫昌星辉 1 号新三板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鑫昌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鑫昌星辉 1 号新三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

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64277，其管理人为

北京鑫昌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15585。 

（九）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久奕复熠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

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7867，其管理人为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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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久奕炎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私募投资基金，其已在基金业协

会进行备案，基金编号为 S36013，其管理人为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17274。 

十二、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是否使用的核查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将在齐鲁银行总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

放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同时，公司拟在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

办券商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基金监管相关事项进行约定。经核查公司

本次增资的《验资报告》、该专项账户银行凭证，未发现募集资金提前使用情况。 

同时公司已出具承诺，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使

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 

十三、关于本次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的核查意见 

经查阅本次发行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信息以及《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合同》、《验资报告》、股票认购缴款凭证等相关资料，同时根据本次

发行认购对象出具的声明，发行对象将真实、合法、有效的持有其认购的公司股

票，不存在以协议、委托、代持、信托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为他人持股或受托代持

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公司股东不存在

因股份代持引发的法律纠纷或潜在法律纠纷。  

十四、关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与认购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合同》、《验资报告》、股票认购缴款凭证等相关资料，公司本次发行对象

共 18名，新增投资者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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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出具的说明，投资者均独立开展主营业务活动，不属于单纯以认

购发行人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

向发行（二）》的规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五、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核查意见 

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的财务会计资料、安永华明会计师出具的编号为安

永华明（2016）专字第 60862109_A01 号《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和安永华明（2017）专字第

60862109_A01号《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未发现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十六、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核查

意见 

主办券商对本次发行公司是否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的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签订监管协议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

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户名为“齐鲁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10186677777722410599900012”，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得存放非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4,340,800,003.80 元，认购对象已于 2017年 11月 24日

至 2017年 11月 28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主办券商已于 2017年 11月 28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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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核查

意见 

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要求，挂牌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中应当详细披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详细披露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定向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核心一级

资本。结合公司目前的资本充足率情况，详细披露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必要性、对监管指标的影响等。同时，公司已在上述股票发行方案中详细

了披露前两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等。 

截至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定向股票发行方案之前，公司的前次

股票发行已经完成，且已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完成了备案手续，公司不存在连续

发行的情形。此外，公司已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在本次发行认

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要求。 

十八、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核查意见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对象所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合同》以及认购对象出具的书面声明，合同当事人具备签署该合同的主体资

格，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

会公共利益，合同合法有效。同时，公司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对象所签订的《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

调整等《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规定的特殊条款。 

本次发行中以现金认购的投资者已出具承诺，仅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合同》，该合同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

整事项或其他特殊条款；本次发行中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投资者已出具承诺，与

公司签署的相关文件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整事项

或其他特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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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之间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

之间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整等《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规定的特殊条款的约定。 

十九、关于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并通过查阅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国家信用中心网站“信用中国”、

中国证监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及相关主体所属的各级环境

保护、食品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等政府部门网站，截至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出具之日，齐鲁银行及其控股子公司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8 名发

行对象等均不属于司法执行或环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领域的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等相关主体和

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十、关于发行人之前的发行中是否存在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

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历次发行方案、合同及其他协议文件等资料，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自

挂牌以来进行的股票发行不存在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

募基金备案的承诺。  

二十一、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是否涉及投资房地产、理财产品、

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及宗教投资的意

见 

根据定向发行股票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为

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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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以等情形，亦不涉及宗教投资。  

二十二、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违规担保的核查意见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以及披露的

2015年度报告、2016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

规担保情况。 

二十三、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

办发[2010]115号）的规定，澳洲联邦银行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5年内（或银监会许可的更短期限）不得进行转让；兖州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5 年内不得进行转

让。其他 16 家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投资者所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限售

安排。如未来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全国股转系统公

布实施对于投资者自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进行转让或设定权利限制的限制性规

定或禁止性规定的，届时从其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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