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报告——问卷调研
欢迎参与德勤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调研’‘。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行使监督权，被称为上市公司合规经营的
“看门人”，本次调研旨在了解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履职情况，以分析和探讨独董的角色定位。为保
证问卷调研质量，请您（独立董事本人）务必亲自完成本问卷填写。德勤中国对此次调研搜集的所有信息严格
保密。问卷填妥后，请发回至中国独立董事项目高级经理赵洁娴 (jiezhao@deloitte.com.hk)。本问卷大约会占
用您 10 分钟时间，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第一部分：独立董事选聘任职
1) 您是通过以下哪种方式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可多选）？
a) 上市公司董事会联系我并提名
b) 上市公司管理层联系我并提名
c) 上市公司股东联系我并提名
d) 其他外部机构公开选聘或推荐
e) 我主动联系上市公司有关人员希望担任独立董事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 作为独立董事，您所服务的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 ）？
a) 0-10%
b) 10-20%
c) 20-30%
d) 30-50%
e) 50%以上
3) 您最多同时在几家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
a) 1-2
b) 3-4
c) 5
d)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第二部分：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4) 针对董事会的各项决议，您作为独立董事，平均每年有（
a) 0
b) 1-3
c) 3-5
d) 5-10
e) >10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5) 作为独立董事，您平均在每家公司连续工作多久（

）？

）次提出反对意见？

a) <1 年
b) 1-3 年
c) 3-5 年
d) >5 年
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6) 作为独立董事，您每年为每家上市公司工作的平均时间（ ）？在上市公司现场办公时间为（ ）？
a) 小于 10 天
b) 10-30 天
c) 大于 30 天
d)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7) 关于出席董事会方式，您平均每年在每家上市公司亲自出席董事会次数（），委托出席次数（）？
a) 1-5
b) 5-10
c) 10-20
d) 大于 20
e)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8) 关于《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您主要以何种形式完成（）？
a) 亲自撰写准备
b) 独董集体撰写及签名
c)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9) 您认为独立董事行驶职权时主要面临哪些阻碍（ ）（可多选）？
a) 无任何阻碍
b) 上市公司有关人员蓄意隐瞒事项
c) 上市公司有关人员拒绝反对意见
d) 上市公司有关人员阻碍不予配合
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第三部分：独立董事绩效机制
10) 您在每家上市公司作为独立董事的报酬约为（

）？

a) 小于 5 万元人民币
b) 5-10 万元人民币
c) 10-50 万元人民币
d) 50-100 万元人民币
e) 大于 100 万元人民币
f)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1) 您所服务过的上市公司是否建立了针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 ）？这些激励机制是否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如有请文字说明（）
a) 有激励机制
b) 无激励机制
c) 有积极作用

d) 无实质作用
e) 不清楚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2)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认为“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
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您服务的上市公司或其他您了解的公司是否建
立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或其他类似的独董责任保护机制（ ）？这些保护机制是否发挥了积极作用？如
有请文字说明（）
a) 有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保护机制
b) 无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保护机制
c) 有积极作用_________________(请文字说明)
d) 无实质作用
e) 不清楚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第四部分：对公司治理及独董职能的建议
13) 您认为应重点从哪些方面提升独立董事的对上市公司的独立、监督职能（ ）（可多选）？或其他建议请说
明。
a) 独立董事选聘方式应更独立
b) 加强对独立董事的监管和违规处罚力度
c) 针对公司兼并/重组/破产等重大事项，建立更严格的约束机制
d)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4) 关于独立董事选聘和任职，您认为未来应从哪些方面提升（）（可多选），或其他建议请说明。
a) 通过经理人市场化方式选聘独立董事
b) 设立独立董事协会，或 “独立董事选聘机构”，向上市公司推荐
c) 应建立全职独立董事制度
d) 独立董事不能由大股东或管理层指派
e) 其他建议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5) 关于独立董事绩效、问责及自律性约束，您认为未来应从哪些方面提升（）（可多选），或有其他建议请
说明。
a) 在控股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问责制，如引入中小股东投票等方式
b) 将独立董事绩效评估结果与续聘和薪酬等挂钩
c) 建议行业监督机构，对独立董事履职和绩效进行第三方评估和监督
d) 其他建议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第五部分：独立董事及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16) 您是全职独立董事还是兼职（ ）？若为兼职，您的本职工作（或离退休前工作）是（）？
a) 全职独立董事
b) 兼职独立董事
c) 高校学者
d) 会计师、法律等专业人士
e) 政府官员

f)

行业协会人士

g) 商业人士
h)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7) 您任职过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是什么行业（ ）（可多选）？
a) 能源
b) 制造业
c) 金融服务
d) 科技、传媒与电信
e) 互联网
f)

消费与零售

g) 生命科学与医药
h)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8) 您任职过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企业类型（ ）（可多选）？
a) 央企
b) 国企（非央企）
c) 民营企业
d)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19）您任职过的独立董事的公司的上市地点（）（可多选）
a) 中国大陆
b) 香港
c)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问卷填写人基本信息 [以下均为必填项目]
独立董事姓名
独立董事年龄
公司名称
电子邮件

20 岁以下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 岁以上

职位
办公电话/手机

本调查本质上具有局限性，并未涵盖可能与贵公司有关的所有技术事宜。德勤不对本调查是否充分满足阁下目的做出任何保证，并且不通
过本调查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本调查不得作为可能影响贵公司的任何决策依据。德勤不因阁下参与本调查而承担任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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