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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二零一九年度股東周年大會表決結果；

II.支付H股二零一九年度末期股息；

III.委任董事及監事；及

IV.委任董事會副董事長及監事會主席

茲提述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六日的二零一九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二零一九年股東周年大
會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二零一九年股東周年大
會補充通告（「補充通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的二零一九年
度業績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十二個月的建議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每股股份（「股份」）人民幣0.11

元（含稅）；以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執行董事、非執行董
事辭任；補選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轉任為執行董事；監
事辭任及補選監事的公告（「該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二零一九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補充通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
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確認本公告並無任何虛假陳述、具誤
導性聲明或重大遺漏，並願就其所載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及完整性承
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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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股東周年大會表決結果

1. 股東周年大會召開情況

根據二零一九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補充通告，股東周年大會
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下午三時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號四樓420室舉行。股東周年大會
由董事會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長甘勇義先生主持。本公司董事、
監事及董事會秘書出席了二零一九年度股東周年大會，本公司
高級管理人員、境內外核數師及中國律師列席了會議。

2. 股東周年大會出席情況

於股東周年大會之日，股份總數為3,058,060,000股。概無股東須
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出的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出 席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的 股 東（「股 東」）及 授 權 代 理 人 共10名，持
有1,815,186,162股 股 份，約 佔 附 帶 投 票 權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的
59.3574%，其中：

(1)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A股持有人共9名，持有1,711,306,891股
A股，約佔總股本的55.9605%；及

(2)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H股授權代理人1名，持有103,879,271股
H股，約佔總股本的3.3969%。

此外，概無賦予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僅投
反對票權利的股份。本公司亦無獲悉任何人士曾表示打算投票
反對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



– 3 –

3. 決議案的審議和表決結果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及其代理人以投票表決方式審議及
批准以下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建議利潤分配及股息派
發方案；

1,814,486,262 

99.9614%

694,800 

0.0383%

5,100 

0.0003%

2. 審議及批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會工作報告；

1,815,018,262 

99.9908%

167,900 

0.0092%

0 

0%

3. 審議及批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本公司監事會工作報告；

1,815,023,362 

99.9910%

162,800 

0.0090%

0 

0%

4.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九年度獨立非執行董事
履職情況報告；

1,815,018,262 

99.9908%

167,900 

0.0092%

0 

0%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1,815,018,262 

99.9908%

162,800 

0.0089%

5,100 

0.0003%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財務預算
方案；

1,744,559,762 

96.2992%

67,043,688 

3.7008%

0 

0%

7. 審議及批准續聘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國內
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815,023,362 

99.9910%

162,800 

0.0090%

0 

0%

8. 審議及批准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
司二零二零年度國際核數師，並授權董事
會釐定其酬金；

1,815,018,262 

99.9908%

167,900 

0.0092%

0 

0%

9.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度財務預算
執行報告；

1,747,481,666 

96.4605%

64,116,684 

3.5392%

5,100 

0.0003%

10.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管責任
險；

1,786,632,691 

99.7098%

3,700,251 

0.2065%

1,500,000 

0.0837%

11. 審議及批准楊國峰先生的酬金方案為：不
因其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

1,815,013,362 

99.9905%

162,800 

0.0089%

10,000 

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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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及批准馬永菡女士的酬金方案為：不
因其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但因其
在本公司擔任管理職位領取酬金，並由股
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按照相關政策和本公司
規定的統一標準，考慮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的意見後確定；

1,815,008,262 

99.9902%

167,900 

0.0092%

10,000 

0.0006%

13. 審議及批准調整游志明先生的酬金方案為：
不因其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但因
其在本公司擔任管理職位領取酬金，並由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按照相關政策和本公
司規定的統一標準，考慮薪酬與考核委員
會的意見後確定；

1,815,008,262 

99.9902%

162,800 

0.0090%

15,100 

0.0008%

14. 審議及批准羅茂泉先生的酬金方案為：按
照相關政策和本公司規定的統一標準執行；

1,815,008,262 

99.9902%

167,900 

0.0092%

10,000 

0.0006%

15. 審議及批准高瑩女士的酬金方案為：不因
其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及

1,815,013,362 

99.9905%

162,800 

0.0089%

10,000 

0.0006%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及其代理人以累積投票表決方式審
議及批准了以下第16及17項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6. 關於選舉董事的議案： 應選董事 (2)人

16.01 選舉及委任楊國峰先生為第七屆董事會非
執行董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
之日起至第七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任期
屆滿，可連選連任；

1,806,481,323 

99.52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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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6.02 選舉及委任馬永菡女士為第七屆董事會執
行董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之
日起至第七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任期屆
滿，可連選連任；

1,806,768,434 

99.5363%

– –

17. 關於選舉監事的議案： 應選監事 (2)人

17.01 選舉及委任羅茂泉先生為第七屆監事會監
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至第七屆監事會屆滿之日止。任期屆滿，
可連選連任；

1,787,406,515 

98.4696%

– –

17.02 選舉及委任高瑩女士為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
七屆監事會屆滿之日止。任期屆滿，可連
選連任。

1,787,407,626 

98.4697%

– –

由於以上第 1至17項普通決議案之贊成票數均超過 50%，故本公
司上述普通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代表為股
東周年大會的點票員。

4. 律師見證情況

北京市中銀（成都）律師事務所參與股東周年大會並出具法律意
見書，證明 (1)股東周年大會的召集及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2)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及召集人的
資格合法有效；及 (3)股東周年大會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
有效。



– 6 –

5. 備查文件

(1) 股東周年大會會議記錄及決議；及

(2) 北京市中銀（成都）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II. 支付二零一九年度末期股息

根據上述第 1項普通決議案，末期股息之支付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
獲股東正式通過。董事會謹此宣佈有關支付H股末期股息之進一步
資料如下：

向H股持有人派發的末期股息是以人民幣列值並以港幣支付。適用
匯率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包括該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
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匯率的中間價的平均價，即港幣 1.00元兌人民
幣0.91890元。因此，每股H股可獲派的末期股息為港幣0.119708元（稅前）。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
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及於二零零八
年十一月六日發佈的《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
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股息登記日」）在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
以非自然人（即非個人）名義登記的所有股東，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團體或機構的名義登記
的股東一概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在依法扣除10%企業
所得稅後向該等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根據財政部、國家
稅務總局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發佈的《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
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 [1994]0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
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中國個人所得稅。因本公司屬
於外商投資企業，在派付二零一九年度末期股息時，本公司對名列
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的個人股東將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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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任何H股股份持有人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建議向彼等的稅務
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H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國、香港及╱或其他
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請各股東認真閱讀本段內容，如任何人士欲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
理人或受託人查詢相關手續。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股東身
份的責任。此外，本公司將嚴格依照有關法規或條例並嚴格按照於
股息登記日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登記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於
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申
索或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安排的爭議，本公司將不予受理，也不
會承擔任何責任。

為確定有權獲派發H股末期股息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十三日（星期六）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領取末期股息資格，H

股股東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 4時30分前把所有
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號舖，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收款代理人」），負責
代表H股持有人收取本公司就H股派發的末期股息。收款代理人已
根據香港法例第 29章受託人條例登記成為受託人公司。本公司H股
末期股息的支票將由收款代理人簽發，並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
日（「股息派發日」）或前後以平郵寄交H股持有人，郵誤風險概由彼
等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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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

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
知》（財稅 [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
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
者及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
股息紅利，由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H股公司對
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投資者
自行申報繳納。

本公司已就上述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的安排與中國證券登記
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作為港股
通H股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
系統將現金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現金股
息以人民幣派發。港股通投資者股息登記日、股息派發日等時間安
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將於股
息派發日後3個港股通交易日內將現金股息發放給港股通投資者。

有關本公司A股末期股息的派發時間及安排，以上內容並不適用，
本公司將另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告，敬請股東留意。



– 9 –

III. 委任董事及監事

委任董事

1.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楊國峰先生（「楊先生」）獲選為第七屆董事
會非執行董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日期起至第七屆董事會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楊先生的簡歷詳情載於該公告內。截至本公
告日期，該資料並無變動。

根據於股東周年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楊先生的酬金方案為：不
因其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

2.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馬永菡女士（「馬女士」）獲選為第七屆董事
會執行董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日期起至第七屆董事會任期
屆滿之日為止。馬女士的簡歷詳情載於該公告內。截至本公告
日期，該資料並無變動。

根據於股東周年大會通過的決議案，馬女士的酬金方案為：不
因其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但因其在本公司擔任管理職
位領取酬金，並由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按照相關政策和本公司
規定的統一標準，考慮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意見後確定。

委任監事

1.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羅茂泉先生（「羅先生」）獲選為第七屆監事
會監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日期起至第七屆監事會任期屆滿
之日為止。羅先生的簡歷詳情載於該公告內。截至本公告日期，
該資料並無變動。

根據於股東周年大會通過的決議案，羅先生的酬金方案為：按
照相關政策和本公司規定的統一標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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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高瑩女士（「高女士」）獲選為第七屆監事會
監事，任期自股東周年大會日期起至第七屆監事會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高女士的簡歷詳情載於該公告內。截至本公告日期，
該資料並無變動。

根據於股東周年大會通過的決議案，高女士的酬金方案為：不
因其監事職務在本公司領取酬金。

IV. 委任董事會副董事長及監事會主席

委任董事會副董事長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緊接股東周年大會後舉行的第七屆董事會第六
次會議上，董事會已通過（其中包括）委任楊國峰先生為第七屆董事
會副董事長之決議案，此項委任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起生效，至
第七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

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會欣然宣佈，於緊接股東周年大會後舉行的第七屆監事會第五
次會議上，監事會已通過（其中包括）委任羅茂泉先生為第七屆監事
會主席之決議案，此項委任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起生效，至第七
屆監事會屆滿之日止。

承董事會命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張永年

公司秘書

中國 •四川 •成都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告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甘勇義先生（董事長）、馬永菡
女士、游志明先生及賀竹磬先生，非執行董事楊國峰先生（副董事長）、
李文虎先生及李成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莉娜女士、高晉康先生、
晏啟祥先生及步丹璐女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