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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1. 有關本行的進一步資料

A. 註冊成立

本行於1996年9月27日以「重慶城市合作銀行」之名稱在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3月31日，我們更名為「重慶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後於2007年8月1日更名為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我們的註冊地址為中國重慶市渝中區鄒容路153號。本行已在香

港設立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並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XI部註冊為非香港公司。沈施加美女士及何詠紫女士各已獲委任為代表本行在香港接受

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代理人。我們在香港接受法律程序文件的地址與我們的主要營

業地點相同。我們在中國銀監會及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督及監管下在中國進行銀行業務。我

們不屬於《銀行業條例》界定的認可機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管，亦不獲准在香港進

行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由於我們在中國註冊成立，故我們的公司架構及公司章程受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規

限。中國法律及法規若干相關方面的概要載於附錄五。我們的公司章程相關條文的概要載

於附錄六。

B. 股本變化

於成立為股份制有限公司時，我們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55,190,000元，分為

255,19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全部均為已繳足。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的註冊資本並無發生其他變化。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20,618,604元，分為

2,020,618,604股股份。

2. 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A. 重大合同概要

我們在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曾訂立以下重大或可能屬重大的合同（非日常業務過程

中訂立的合同）：

(a) 本行與渝富於2012年11月30日以中文訂立的定向增資擴股認購協議書，據此，在

增資擴股方案及股東資格取得相關監管部門批准的前提下，本行同意發行而渝富

同意以人民幣 261,500,000元的代價認購本行 52,300,000股股份（「渝富認購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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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行與力帆於2012年11月30日以中文訂立的定向增資擴股認購協議書，據此，在

增資擴股方案及股東資格取得相關監管部門批准的前提下，本行同意發行而力帆

同意以人民幣 493,200,000元的代價認購本行 98,640,000股股份（「力帆認購協

議」）；

(c) 本行與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以中文訂立一份未註明日期的定向增資擴股認購協議

書，據此，在增資擴股方案及股東資格取得相關監管部門批准的前提下，本行同意

發行而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人民幣285,300,000元的代價認購本行57,060,000

股股份（「路橋認購協議」）；

(d) 本行與大新銀行於2012年11月30日以中文訂立的定向增資擴股認購協議書，據

此，在增資擴股方案及股東資格取得相關監管部門批准的前提下，本行同意發行

而大新銀行同意以人民幣260,000,000元的代價認購本行52,000,000股股份（「大新銀

行認購協議」）；

(e) 補充協議III；

(f) 本行與渝富於2013年10月14日以中文訂立的備忘錄，據此，本行與渝富同意暫停

渝富認購協議下的股份發行方案，並同意於若干事件完成後終止股份發行方案；

(g) 本行與力帆於2013年10月14日以中文訂立的備忘錄，據此，本行與力帆同意暫停

力帆認購協議下的股份發行方案，並同意於若干事件完成後終止股份發行方案；

(h) 本行與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10月14日以中文訂立的備忘錄，據此，本

行與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暫停路橋認購協議下的股份發行方案，並同意於

若干事件完成後終止股份發行方案；

(i) 本行與大新銀行於2013年10月14日以中文訂立的備忘錄，據此，本行與大新銀行

同意暫停路橋認購協議下的股份發行方案，並同意於若干事件完成後終止股份發

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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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知識產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下列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要的知識產權：

(a) 商標

編號 商標 註冊地點 類別 註冊證號 到期日

1 中國 36 4125366 自2007/10/28
至2017/10/27

2 中國 36 4125367 自2007/12/14
至2017/12/13

3 CQC BANK 中國 36 4125368 自2007/12/14
至2017/12/13

4 中國 36 4125371 自2007/12/14
至2017/12/13

5 中國 36 5551563 自2009/12/21
至2019/12/20

6 CQC BANK 中國 36 5551565 自2009/12/07
至2019/12/06

7 CQC BANK 中國 9 5551624 自2009/07/28
至2019/07/27

8 中國 9 5551625 自2009/07/28
至2019/07/27

9 中國 35 5551651 自2009/10/07
至2019/10/06

10 CQC BANK 中國 35 5551652 自2009/11/14
至2019/11/13

11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6 6980913 自2010/10/28
至2020/10/27

12 重慶銀行 中國 6 6980914 自2010/10/28
至2020/10/27

13 CHONG QING YIN HANG 中國 35 6980915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14 BANK OF CHONGQING 中國 35 6980916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15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35 6980917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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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標 註冊地點 類別 註冊證號 到期日

16 重慶銀行 中國 35 6980918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17 CHONG QING YIN HANG 中國 9 6980919 自2010/09/21
至2020/09/20

18 BANK OF CHONGQING 中國 9 6980920 自2010/09/21
至2020/09/20

19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9 6980921 自2010/09/21
至2020/09/20

20 重慶銀行 中國 9 6980922 自2010/09/21
至2020/09/20

21 CHONG QING YIN HANG 中國 36 6980925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22 BANK OF CHONGQING 中國 36 6980926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23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36 6980927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24 重慶銀行 中國 36 6980928 自2010/08/14
至2020/08/13

25 中國 6 6980930 自2010/06/07
至2020/06/06

26 CHONG QING YIN HANG 中國 6 6980931 自2010/10/28
至2020/10/27

27 BANK OF CHONGQING 中國 6 6980932 自2010/10/28
至2020/10/27

28 啟動力 中國 36 10895849 自2013/08/21
至2023/08/20

29 凝聚力 中國 36 10895914 自2013/09/21
至2023/09/20

30 重慶銀行凝聚力 中國 36 10896112 自2013/08/14
至2023/08/13

31 微企通 中國 36 10896145 自2013/08/14
至2023/08/13

32 長江金 中國 36 10905926 自2013/08/14
至2023/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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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標 註冊地點 類別 註冊證號 到期日

33 任我分 中國 36 10906107 自2013/08/14

至2023/08/13

34 重慶銀行微企通 中國 36 10906302 自2013/08/14

至2023/08/13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申請註冊下列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商標：

編號 商標 註冊地點 受理日期 申請編號 申請類別

1 重慶銀行任我分 中國 2012/05/18 10906250 36

2 香港 2013/07/02 302657223 35、36

3 香港 2013/07/02 302657232 35、36

4 香港 2013/07/02 302657188 35、36

(b) 域名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下列屬重要的互聯網域名：

編號 域名 註冊地點 擁有人 有效期

1 重慶銀行.網絡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8/08
有限公司 至2016/08/08

2 重慶銀行.公司 中國 重慶重銀行股份 自2006/08/08
有限公司 至201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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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域名 註冊地點 擁有人 有效期

3 重慶銀行.net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8/11
有限公司 至2016/08/11

4 重慶銀行.com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1/27
有限公司 至2021/01/27

5 重慶銀行.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5/10/20
有限公司 至2023/10/20

6 重慶銀行.cc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8/11
有限公司 至2016/08/11

7 www.Cqcbank.com.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4/12/17
有限公司 至2019/12/17

8 www.Cqcbank.com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1/04/26
有限公司 至2016/04/26

9 www.Bankofchongqing.net/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8/18
有限公司 至2021/08/18

10 www.Bankofchongqing.net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8/11
有限公司 至2016/08/11

11 www.96899.cc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6/08/11
有限公司 至2016/08/11

12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1/31
有限公司 至2023/01/31

13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網絡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1/31
有限公司 至2023/01/31

14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1/31
有限公司 至2023/01/31

15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om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1/29
有限公司 至2023/01/29

16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c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1/29
有限公司 至2023/01/29

17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net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1/29
有限公司 至2023/01/29

18 重慶銀行信用卡.com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9/26
有限公司 至2023/09/26

19 重慶銀行信用卡.cc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9/26
有限公司 至202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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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域名 註冊地點 擁有人 有效期

20 重慶銀行信用卡.net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9/26
有限公司 至2023/09/26

21 重慶銀行信用卡.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9/26
有限公司 至2023/09/26

22 Bankofchongqing.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11/05/05
有限公司 至2022/05/05

23 Bankofchongqing.com.cn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10/05/13
有限公司 至2022/05/13

24 Bankofchongqing.com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5/01/08
有限公司 至2022/01/08

25 96899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5/11/02
有限公司 至2020/11/02

26 重慶銀行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5/10/20
有限公司 至2023/10/20

27 重慶銀行網上銀行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2/05
有限公司 至2023/02/05

28 重慶銀行電子銀行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2/05
有限公司 至2023/02/05

29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2/05
有限公司 至2023/02/05

30 長江財源金卡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5/15
有限公司 至2023/05/15

31 重慶銀行信用卡 中國 重慶銀行股份 自2008/09/26
有限公司 至2023/09/26

除本附錄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商標、專利或其他知識或

工業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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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我們的董事、管理層、員工的進一步資料

C. 服務合約詳情

根據若干規則及法規第19A.54條及19A.55條，我們經已與各董事及監事就（其中包括）

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遵守公司章程及仲裁條文訂立合約。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與任

何董事或監事以其各自作為董事／監事的身份，並無訂立亦不擬訂立任何服務合約（不包括

於一年內屆滿或僱主可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支付任何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合約）。

D. 董事及監事酬金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本行向董事及監事支付的酬金總額（包括袍金、薪金、退

休金計劃供款、住屋津貼及其他津貼以及實物利益和酌情花紅）為人民幣1,089萬元。

根據現行有效的現有安排，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估計董事及監事將收取的

酬金及實物利益合共約為人民幣1,240萬元。

5. 其他資料

A. 遺產稅

據董事所獲意見，現時我們應毋須根據中國法律承擔重大遺產稅責任。

B. 訴訟

除本文件「業務」一節所披露者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

訟、仲裁或行政程序，且據我們所知，我們並無尚未了結或對我們構成威脅的重大訴訟、

仲裁或行政程序。

F.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自2013年6月30日以來我們的財政或經營狀況或前景並無任何重大不利變

動。

H. 其他事項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已繳足或部分繳足股份或

借貸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代價；



附 錄 八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VIII-9 –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b) 本行股份或借貸資本概無附帶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帶任何期權；

(c) 我們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份；

(d) 我們的股本及債務證券概無於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亦無且不擬尋求

批准股本及債務證券於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

(e) 我們並無訂立放棄或同意放棄未來股息的安排；

(f) 我們並無就任何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或認購權的可轉讓性制定任何程序；

(g) 我們並無訂立為期一年以上與我們業務有重大關係的廠房租用或租購合約（不論我

們為出租人或承租人）；

(h) 於過去12個月我們的業務並無出現可能對或已經對我們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的

中斷情況；

(i) 概無影響我們從香港境外將利潤匯入或將資本調回香港的限制；

(j) 我們並無未行使的可轉換債務證券；及

(k) 我們現時無意申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地位，且預期不會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約束。

K. 發起人

本行的發起人由重慶市財政局等10家財政局、39家社會法人以及37家城市信用社和1家

城市信用社聯合社的部分股東共同出資設立。

除若干事件及本文件所披露者外，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概無就若干事件或

本文件所述有關交易向任何上述發起人支付、配發或給予或建議支付、配發或給予任何現

金、證券或其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