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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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87）

於2020年6月24日舉行的
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

2020年第二次A股類別會議及
2020年第二次H股類別會議上獲通過的決議案

謹 此 提 述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www.sse.com.cn)及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所刊發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2020年
5月25日的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2020年第二次A股類別會議（「A股類別會議」）通告及2020年第二次H股類別會議
（「H股類別會議」）（統稱為「該等會議」）通告。該等會議已於2020年6月24日（星期
三）上午九時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濟南市舜華路2000號舜泰廣場3號樓本
公司會議室舉行。於該等會議上審議的決議案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5
月25日的通函（「該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以下根據公司章程以投票方式表決的決議案已獲出席該等會議的股東正式通
過，故董事會欣然宣佈該等會議的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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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等會議提呈的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

(1)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決議案

贊成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反對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棄權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總有效票數

普通決議案

1. 批准2019年度董事會（「董
事會」）工作報告

1,586,008,681
(99.9550%)

498,940
(0.0314%)

214,880
(0.0135%)

1,586,722,501
(100%)

2. 批准2019年度監事會工作
報告

1,585,988,581
(99.9537%)

519,040
(0.0327%)

214,880
(0.0136%)

1,586,722,501
(100%)

3. 批准2019年度獨立非執行
董事述職報告

1,586,074,121
(99.9591%)

413,400
(0.0261%)

234,980
0.0148%

1,586,722,501
(100%)

4. 批准2019年度財務決算報
告

1,586,074,121
(99.9591%)

433,500
(0.0273%)

214,880
(0.0136%)

1,586,722,501
(100%)

5. 批准2020年度財務預算報
告

1,586,664,501
(99.9963%)

58,000
(0.0037%)

0
(0%)

1,586,722,501
(100%)

6. 批准關於審議公司2019年
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1,585,988,581
(99.9537%)

498,940
(0.0314%)

234,980
(0.0149%)

1,586,722,501
(100%)

特別決議案

7. 批准2019年度利潤分配及
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
案的議案

1,586,652,301
(99.9956%)

49,200
(0.0031%)

21,000
(0.0013%)

1,586,722,501
(100%)

普通決議案

8. 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
授權董事會辦理因公積
金轉增股本修改公司章
程手續的議案

1,584,134,748
(99.8369%)

2,567,653
(0.1618%)

20,100
(0.0013%)

1,586,722,501
(100%)

9. 批准關於2020年度日常關
聯交易預計情況的議案

216,120,752
(93.5694%)

14,832,789
(6.4219%)

20,100
(0.0087%)

230,973,6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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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贊成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反對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棄權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總有效票數

10. 批准關於續聘2020年會計
師事務所的議案

1,586,664,501
(99.9963%)

37,900
(0.0024%)

20,100
(0.0013%)

1,586,722,501
(100%)

11. 批准關於續聘2020年內部
控制審計師事務所的議
案

1,586,664,501
(99.9963%)

37,900
(0.0024%)

20,100
(0.0013%)

1,586,722,501
(100%)

12. 批准關於2019年度內部控
制評價報告的議案

1,586,074,121
(99.9591%)

413,400
(0.0261%)

234,980
(0.0148%)

1,586,722,501
(100%)

13. 批准2019年度社會責任報
告的議案

1,586,074,121
(99.9591%)

413,400
(0.0261%)

234,980
(0.0148%)

1,586,722,501
(100%)

14. 批准關於公司2019年度募
集資金存放與使用情況
的專項報告的議案

1,586,652,001
(99.9956%)

50,400
(0.0031%)

20,100
(0.0013%)

1,586,722,501
(100%)

15. 批准關於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標的資產減值測試
的議案

230,915,641
(99.9749%)

37,900
(0.0164%)

20,100
(0.0087%)

230,973,641
(100%)

16. 批准關於與山東黃金集
團財務有限公司簽署《金
融服務框架協議》的議案

163,006,506
(70.5736%)

67,967,135
(29.4264%)

0
(0%)

230,973,641
(100%)

特別決議案

17. 批准關於發行H股一般性
授權的議案

1,535,986,669
(96.8025%)

50,735,832
(3.1975%)

0
(0%)

1,586,722,501
(100%)

18. 批准關於修改《股東大會
議事規則》的議案

1,584,145,148
(99.8376%)

2,576,453
(0.1623%)

900
(0.0001%)

1,586,722,501
(100%)

普通決議案

19. 批准關於修改《董事會議
事規則》的議案

1,586,664,501
(99.9963%)

58,000
(0.0037%)

0
(0%)

1,586,722,501
(100%)



– 4 –

(2) A股類別會議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決議案

贊成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反對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棄權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總有效票數

特別決議案

1. 批准2019年度利潤分配及
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
案的議案

1,460,284,613
(99.9952%)

49,200
(0.0033%)

21,000
(0.0015%)

1,460,354,813
(100%)

2. 批准關於修改《股東大會
議事規則》的議案

1,458,491,973
(99.8724%)

1,861,940
(0.1274%)

900
(0.0002%)

1,460,354,813
(100%)

(3) H股類別會議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決議案

贊成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反對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棄權票
有效票數
（佔總有效
票數百分比） 總有效票數

特別決議案

1. 批准2019年度利潤分配及
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
案的議案

70,190,988
(100%)

0
(0%)

0
(0%)

70,190,988
(100%)

2. 批准關於修改《股東大會
議事規則》的議案

69,476,475
(98.9820%)

714,513
(1.018%)

0
(0%)

70,190,9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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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第 7、17及18項決議案以及 A 股類別會議及H 股類別會議第 1及2
項決議案獲通過為特別決議案，而股東週年大會第1至6、8至16及19項決議案
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該等會議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099,611,632股，包括2,599,966,332股
A股及499,645,300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H股。該等股份的持有人有權出席該等
會議並於會上就所提呈決議案投票。

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該等會議並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除了
山東黃金集團有限公司、山東黃金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山東黃金地質礦產
勘查有限公司、山東黃金集團青島黃金有限公司及山東黃金（北京）產業投資有
限公司（合共持有1,458,780,320股A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第9、15及16項決議案
迴避表決，概無其他股東須於該等會議上放棄投票。

於股東週年大會、A股類別會議及H股類別會議日期：

(a)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有權投票的股東或其受委代表（包括透過互聯網投票
的股東）所持有的股份總數為 1,586,722,501股股份，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51.1910%；

(b) 出席A股類別會議並有權投票的A股股東或其受委代表所持有的A股總數
為1,460,354,813股股份，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A股總數的約56.1682%；

(c) 出席H股類別會議並有權投票的H股股東或其受委代表所持有的H股總數
為70,190,988股股份，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H股總數的約14.0482%；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及H股類別
會議上擔任點票監票人。

續聘核數師

根據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結果，董事會宣佈續聘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其任期為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至本公司下
一次股東週年大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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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分配及紅股發行

該等會議已批准基於本公司於2019年12月31日的總股本3,099,611,632股股份，向
全體股東按每10股股份派發現金股息人民幣 1.00元（含稅），並通過資本公積金
轉增股本向全體股東按每10股股份發行4股紅股。倘本公司總股本在從利潤分
配預案公佈至實施期間發生變化，則分配總額將根據藉實施利潤分配預案釐
定的股權登記日的總股本進行調整，分配比率保持不變。

有關利潤分配及紅股將分派予於2020年7月7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H股股東。上述利潤分配的分派以人民幣計值，並將以人民幣派付予A股股東
及參與滬港通的投資者以及以港元派付予H股股東。以港元發放的股息計算匯
率以股東週年大會召開日（即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中
間價（即1港元=人民幣0.91037元）為準。因此，每股H股的現金股息金額為0.10985
港元（含稅）。

新H股股票與利潤分配支票將於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
寄予有權享有紅股發行及利潤分配之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彼等自行承擔。如
屬聯名持股，新H股股票及利潤分配支票將郵遞至就該等聯名持有股份在H股
股東名冊內名列首位之人士。所有紅股均不可棄權。預期H股紅股的開始買賣
日期為2020年8月20日（星期四）。

稅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企業所得稅法」），非居民
企業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適用稅率為10%。為此，任
何以非個人企業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
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定
義見企業所得稅法）所持有的股份，本公司將在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後，向
該等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

任何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國境內註冊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
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定義見企業所得稅法），
倘不希望由本公司代扣代繳 10%企業所得稅，須適時向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
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中國執業律師出具的認定其為居民企業的
法律意見書（加蓋律師事務所公章）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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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11年6月28日頒佈的《關於國稅發 (1993) 045號文件廢止後
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通知」），在香港發行股份的境內非外商投資
企業向境外居民個人股東派發的股息，一般須按1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然而，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本身的所得稅率視乎其居住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相
關稅收協議而有所不同。據此，在向於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
股個人股東派發股息時，本公司將預扣10%的股息作為個人所得稅，除非相關
稅務法規、稅收協議或通知另有規定。

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錯誤確定而引致的任何索償或對代扣代
繳機制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交所A股股票（「滬股通」），其
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義
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
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
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議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
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的申請，主
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議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
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A股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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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交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H股股
票（「港股通」），其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
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H股股東一致。相關稅收政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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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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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
股息紅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
滬港通、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比照個人投資者徵
稅。本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
申報繳納。建議股東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股份所涉
及的中國、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就A股股東而言，利潤分配及紅股的記錄日期、付款方式及時間將於上交所網
站單獨公佈。

承董事會命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國紅

中國濟南，2020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培月先生、李濤先生和湯琦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李國紅先生、王立君先生和汪曉玲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高永濤先生、盧斌先生和許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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