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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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0399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

二零一六年第一次A股股東類別會議
及

二零一六年第一次H股股東類別會議表決結果
及

派付末期股息

茲提述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
日之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二零一六年第一次A股股東類
別會議（「A股股東類別會議」）通知、二零一六年第一次H股股東類別會議
（「H股股東類別會議」）通告及通函（「首份通函」），以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八日之補充通函（「補充通函」）及股東周年大會補充通告（「補充通告」），當
中列載於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A股股東類別會議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
（統稱「會議」）上提呈供股東審批的決議案的詳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首份通函及補充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會議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於中國河南省洛
陽市洛龍區開元大道239號鉬都利豪國際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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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議出席情況

（一） 股東周年大會

本公司於股東周年大會當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16,887,198,699

股股份，此乃股東有權出席並可於股東周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
反對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數。股東周年大會為A股股東提供了網
絡投票表決方式。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及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有10,863,424,445

股股份，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64.330%，透過網絡於股東周年
大會上投票的A股股東共持有6,002,076股A股股份，約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0.036%。其中，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A股股東及授權
委託代理人共持有 10,366,002,501股A股，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61.384%；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H股股東及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
有497,421,944股H股，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2.946%。

（二） A股股東類別會議

本 公 司 於A股 股 東 類 別 會 議 當 日 之 已 發 行A股 股 份 數 目 為
12,953,730,699股股份，此乃A股股東有權出席並可於A股股東類
別會議上表決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A股股份總數。A股股東
類別會議為A股股東提供了網絡投票表決方式。

出席A股股東類別會議的本公司A股股東及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
有10,366,002,501股A股股份，約佔已發行A股股份總數的80.023%，
透過網絡於A股股東類別會議上投票的A股股東共持有 6,002,076

股A股股份，約佔已發行A股股份總數的 0.046%。

（三） H股股東類別會議

本 公 司 於H股 股 東 類 別 會 議 當 日 之 已 發 行H股 股 份 數 目 為
3,933,468,000股股份，此乃H股股東有權出席並可於H股股東類別
會議上表決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H股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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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H股股東類別會議的本公司H股股東及授權委託代理人共持
有496,419,818股H股股份，約佔已發行H股股份總數的 12.620%。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
議但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概無
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
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亦無股東於首份通函及補充通函中表示
打算在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
或放棄投票之意向。

會議的召開符合中國公司法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由董事
長李朝春先生主持。

II. 會議表決結果

（一） 股東周年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審議並以記名投票的方式通過了全部決議案，投
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財務決算
報告〉的議案》。」

10,859,551,045

(99.9643%)

27,400

(0.0003%)

3,846,000

(0.0354%)

2.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財務報告〉
的議案》。」

10,859,551,645

(99.9644%)

26,800

(0.0002%)

3,846,000

(0.0354%)

3. 「審議及批准《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財務預算
報告〉的議案》。」

10,859,549,645

(99.9643%)

28,800

(0.0003%)

3,846,000

(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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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4. 「審議及批准《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利潤分配
預案〉的議案》。」

10,859,564,445

(99.9645%)

14,000

(0.0001%)

3,846,000

(0.0354%)

5.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董事會報
告〉的議案》。」

10,859,551,645

(99.9644%)

26,800

(0.0002%)

3,846,000

(0.0354%)

6.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監事會報
告〉的議案》。」

10,859,551,645

(99.9644%)

26,800

(0.0002%)

3,846,000

(0.0354%)

7.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的議
案》。」

10,859,549,645

(99.9643%)

28,800

(0.0003%)

3,846,000

(0.0354%)

8.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聘二零一六年度外
部審計機構及其酬金安排的議案》。」

10,859,551,645

(99.9644%)

26,800

(0.0002%)

3,846,000

(0.0354%)

9.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買董事、監事、高
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的議案》。」

10,859,549,045

(99.9643%)

29,400

(0.0003%)

3,846,000

(0.0354%)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給予公司董事會派
發二零一六年度中期及季度股息授權
的議案》。」

10,859,567,045

(99.9645%)

11,400

(0.0001%)

3,846,000

(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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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權董事會決定並
全權處理公司對外投資，包括但不限
於對全資子公司增資及直接或通過全
資子公司新設全資子公司相關事宜的
議案》。」

10,851,214,421

(99.8876%)

4,015,431

(0.0370%)

8,194,593

(0.0754%)

特別決議案

12. 「審議及批准授予公司董事會回購H股
股份之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10,855,520,909

(99.9272%)

26,800

(0.0002%)

7,876,736

(0.0725%)

13. 「審議及批准授予公司董事會增發H股
股份及A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10,804,011,520

(99.4531%)

55,522,825

(0.5111%)

3,890,100

(0.0358%)

14.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權董事會決定並
全權處理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全資子公
司提供擔保相關事宜的議案》。」

10,851,215,021

(99.8876%)

28,195

(0.0003%)

12,181,229

(0.1121%)

（二） A股股東類別會議

A股股東類別會議的議案按股數以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並已獲得
本公司A股股東通過。已於A股股東類別會議上所提呈之決議案
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關於給予公司董事會回購H股股份一般性
授權的議案。」

10,361,944,965

(99.9609%)

26,800

(0.0003%)

4,030,736

(0.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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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股股東類別會議

H股股東類別會議的議案按股數以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並已獲得
本公司H股股東通過。已於H股股東類別會議上所提呈之決議案
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審議及批准授予公司董事會回購
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492,573,818

(99.2253%)

－ 3,846,000

(0.7747%)

兩名股東代表、一名通力律師事務所代表、一名德勤華永會計師事
務所代表及本公司一名監事寇幼敏女士共同負責上述會議的監票與
計票。

本公司的外部審計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共同監票人並比較
了投票結果匯總與本公司收集及提供的投票表格。德勤華永會計師
事務所所實施的相關工作不構成按照中國註冊會計師審計準則、中
國註冊會計師審閱準則或中國註冊會計師其他鑒證業務準則執行的
鑒證業務，亦不就投票的法律解釋或投票權等有關事宜提供任何鑒
證或建議。

III. 律師見證情況

上述會議經通力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認為會議的
召集與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的資格、表決程序及結
果，均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上述會議通過的
決議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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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末期股息

董事會現通知H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詳情如下：

本公司將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十股人民幣
0.25元（含稅）的末期股息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三）（「基準
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以港幣實
際派發的H股股息金額按緊接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宣
派末期股息之股東周年大會日期）前一個曆週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
人民幣兌港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價（人民幣0.85108元兌港幣1.00元）計
算，即每十股H股派發現金股息港幣 0.293744元（含稅）。

稅項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
稅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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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六日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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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向於基準日名列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年度
股息時，有義務為非居民企業以10%的稅率代扣代繳中國企業所得
稅。因此，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
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H股股份，而中國企業所得稅須
由任何與此相關的應付股息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或會有意於
收取任何股息後根據相關規定（如稅項協議（安排））申請退稅（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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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由中國財務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所頒佈
的《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 [1994]020號），海外
個人豁免就從外資企業收取股息或分紅所徵收的中國個人所得稅，
以作為臨時措施。此外，本公司與主管稅務部門經磋商後，確認《關
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 [1994]020號）項下相關規
定適用於本公司，而本公司將毋須在向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個人股
東派發末期股息時，為個人股東代扣代繳任何個人所得稅。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所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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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經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的國內個人投資者而言，本公司將於
派發末期股息時按20%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有權通
過出示有效繳稅證明文件，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的主
管稅務部門就已於海外繳納的代扣稅申請稅收抵免。就經滬港
通投資本公司H股的國內證券投資基金而言，本公司將於派發末
期股息時根據上述條文代扣個人所得稅；及

• 就經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的國內企業投資者而言，本公司將不
會於派發末期股息時代扣所得稅，而國內企業投資者須自行遞
交報稅表。

建議本公司H股股東就本公司支付股息以及持有和買賣本公司H股
的稅務問題向其稅務顧問查詢中國、香港及其他國家的相關稅務法
例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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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定可獲派發末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
七月八日（星期五）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三）止期間（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該期間將不辦理H股股份過戶
手續。凡於基準日，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三），名列H股股
東名冊的H股股東將可獲派發末期股息。為釐定獲派發末期股息的
資格，並非以其名義登記的H股股東應填妥其有關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相關H股股票，務必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七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本公司將在香港委任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
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代支付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將於二
零一六年八月四日（星期四）支付末期股息。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

股股東，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承擔。

就向A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詳情及相關事宜，本公司將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另行發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朝春

董事長

中國河南省洛陽市，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朝春先生及李發本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馬輝先生、袁宏林先生及程雲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白彥春先生、徐珊先生及程鈺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