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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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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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0）

於2020年6月23日舉行之年度股東大會之
投票表決結果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2019年
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已於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在中
國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69號中國中鐵廣場會議室以現埸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
表決方式舉行。

I. 年度股東大會召開和出席情況

於年度股東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4,570,929,283股（包括
20,363,539,283股A股及4,207,390,000股H股），為有權出席並可於年度股東大
會上表決同意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數。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就提呈
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
任代表共62人，合共持有14,196,270,216股股份（包括12,727,995,049股A股及
1,468,275,167股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57.776692%。年度股東大
會由本公司董事長張宗言先生主持，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中國公司法及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要求。

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年度股東大會通告（日期為2020年5月8日）所載的全部建
議決議案以現埸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由股數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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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年度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年度股東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

普通決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9年度
董事會工作報告。

12,726,488,751
（A股）

1,466,407,167
（H股）

(99.976231%)

495,700
（A股）

1,000
（H股）

(0.003499%)

1,010,598
（A股）
1,867,000
（H股）

(0.020270%)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9年度
監事會工作報告。

12,726,466,251
（A股）

1,466,407,167
（H股）

(99.976073%)

495,700
（A股）

1,000
（H股）

(0.003498%)

1,033,098
（A股）
1,867,000
（H股）

(0.020429%)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9年度
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12,726,466,251
（A股）

1,466,407,167
（H股）

(99.976073%)

495,700
（A股）

1,000
（H股）

(0.003498%)

1,033,098
（A股）
1,867,000
（H股）

(0.020429%)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9年A股
年度報告及摘要、H股年度報
告及2019年度業績公告。

12,726,466,251
（A股）

1,466,407,167
（H股）

(99.976073%)

495,700
（A股）

1,000
（H股）

(0.003498%)

1,033,098
（A股）
1,867,000
（H股）

(0.020429%)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9年度
財務決算報告。

12,726,496,251
（A股）

1,466,407,167
（H股）

(99.976284%)

465,700
（A股）

1,000
（H股）

(0.003287%)

1,033,098
（A股）
1,867,000
（H股）

(0.0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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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

普通決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9年度
利潤分配方案。

12,727,085,449
（A股）

1,468,274,167
（H股）

(99.993586%)

560,600
（A股）

1,000
（H股）

(0.003956%)

349,000
（A股）

0
（H股）

(0.002458%)

7 審議及批准關於聘用2020年
度審計機構的議案，續聘羅兵
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普華永
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
通合夥）分別為本公司2020年
度的國際審計機構及國內審計
機構，任期至本公司下屆年度
股東大會結束，酬金共計為人
民幣3,330萬元。

12,727,115,449
（A股）

1,468,273,167
（H股）

(99.993790%)

488,200
（A股）

1,000
（H股）

(0.003446%)

391,400
（A股）

1,000
（H股）

(0.002764%)

8 審議及批准關於聘用2020年
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續聘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
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
2020年度的內部控制審計機
構，任期至本公司下屆年度股
東大會結束，酬金為不超過人
民幣180萬元。

12,727,115,449
（A股）

1,468,274,167
（H股）

(99.993797%)

465,700
（A股）

1,000
（H股）

(0.003287%)

413,900
（A股）

0
（H股）

(0.002916%)

9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2019
年度董事、監事薪酬（報酬、
工作補貼）的議案。

12,725,500,649
（A股）

1,456,757,370
（H股）

(99.901304%)

2,122,900
（A股）

11,516,797
（H股）

(0.096079%)

371,500
（A股）

0
（H股）

(0.002617%)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為股份公司董
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購買
2020年度責任保險的議案。

12,725,201,551
（A股）

1,419,531,887
（H股）

(99.636970%)

1,802,800
（A股）

46,876,280
（H股）

(0.342900%)

990,698
（A股）
1,867,000
（H股）

(0.0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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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

普通決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本公司2020
下半年至2021上半年對外擔
保額度的議案。

12,543,267,747
（A股）

385,036,494
（H股）

(91.068316%)

181,008,285
（A股）

980,504,630
（H股）

(8.181818%)

3,719,017
（A股）

102,734,043
（H股）

(0.749866%)

特別決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12 審議及批准關於發行境內外債
券類融資工具的議案。

12,687,701,009
（A股）

970,319,616
（H股）

(96.208514%)

39,945,040
（A股）

496,672,551
（H股）

(3.779990%)

349,000
（A股）
1,283,000
（H股）

(0.011496%)

13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權本公司董
事會發行新股一般性授權的議
案。

12,554,931,615
（A股）

524,516,957
（H股）

(92.132992%)

172,714,434
（A股）

942,135,210
（H股）

(7.853117%)

349,000
（A股）
1,623,000
（H股）

(0.013891%)

1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5月8日之通函附錄一
所載的對本公司章程的建議修
訂。

12,661,548,407
（A股）

527,289,777
（H股）

(92.903544%)

66,032,742
（A股）

940,985,390
（H股）

(7.093540%)

413,900
（A股）

0
（H股）

(0.002916%)

1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5月8日之通函附錄二
所載的對本公司股東大會議事
規則的建議修訂。

12,703,057,369
（A股）

1,206,451,149
（H股）

(97.980021%)

24,523,780
（A股）

261,824,018
（H股）

(2.017063%)

413,900
（A股）

0
（H股）

(0.002916%)

由於第1項至第11項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該等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
式通過；由於第12項至第15項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該決議案作為特別決
議案正式通過。

為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的要求，本公司的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本次年度股東大會的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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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律師見證

年度股東大會經北京嘉源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本次年
度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及會議的表
決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何文 譚振忠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 • 北京
2020年6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宗言（董事長）、陳雲、王士奇及章獻；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郭培章、聞寶滿、鄭清智及鍾瑞明；非執行董事為馬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