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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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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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鞍 山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anshan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決議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 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大會」、「大會」或「會議」）是否有否
決議案：無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於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下午1:30在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九華西路八號馬鋼辦公樓召開股東大會。
於日期為 2020年5月13日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內所載列的所有決議案均
已獲得批准。

一 .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20年6月29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馬鞍山市九華西路八號馬鋼辦公樓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
股份情況：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33

其中：A股股東人數 32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H股） 1

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747,776,740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614,978,743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H股） 132,79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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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 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 
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48.668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6.944

境 外上市外資股（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
的比例(%) 1.724

（四） 表決方式符合中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公司董
事長丁毅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的出席情況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7人，錢海帆先生因其他公務未能
出席本次會議；

2. 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會秘書何紅雲女士出席會議；高級管理人員田俊先生、
伏明先生列席本次大會。

此外，公司聘請的北京大成（南京）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承東先生、袁
新宇先生，核數師（年度審計師）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鐘麗女士、安秀艶女士、鞏偉先生出席了會議。本次股東大會的
點票監察員由大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安徽分所擔任，韓
海燕女士代表該所出席會議。

二 .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董事會 2019年度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12,221,543 99.98 681,400 0.02

H股 132,443,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3,744,665,540 99.98 681,4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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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監事會 2019年度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12,221,643 99.98 681,400 0.02

H股 132,443,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3,744,665,640 99.98 681,400 0.02

3.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9年度經審計財務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12,221,543 99.98 681,400 0.02

H股 132,443,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3,744,665,540 99.98 681,400 0.02

4.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聘任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

通合夥）為公司2020年度審計師並授權董事會在 2019年基礎
上決定其酬金的方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13,992,543 99.97 976,100 0.03

H股 112,693,288 84.86 20,104,709 15.14

普通股合計： 3,726,685,831 99.44 21,080,809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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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14,287,243 99.98 681,400 0.02

H股 132,797,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3,747,085,240 99.98 681,400 0.02

6.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2019
年度薪酬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14,287,243 99.98 681,400 0.02

H股 132,546,197 99.81 251,800 0.19

普通股合計： 3,746,833,440 99.98 933,200 0.02

7.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公司與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日

常關聯交易補充協議》，以更新本公司與其於2019年12月30
日簽署的 2020年《日常關聯交易協議》項下 2020年及新定2021
年之建議交易上限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107,819,787 99.37 681,500 0.63

H股 132,797,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240,617,784 99.72 681,5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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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 案 名 稱：審 議 及 批 准 公 司 與 馬 鋼（集 團）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以更新本公司與其於 2018年 8月

15日簽署的 2019-2021年《持續關聯交易協議》項下部分交易

2020年及 2021年之建議交易上限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107,819,787 99.37 681,400 0.63

H股 132,797,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240,617,784 99.72 681,400 0.28

9.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公司與歐冶鏈金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以更新本公司與其於 2018年 8月

15日簽署的 2019-2021年《持續關聯交易協議》項下部分交易

2020年及 2021年之建議交易上限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107,819,787 99.37 681,400 0.63

H股 132,797,997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240,617,784 99.72 681,400 0.28

（二）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於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本公司及歐冶鏈金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東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馬鋼集團」）持有本公司
3,506,467,456股A股，馬鋼集團全資擁有的馬鋼集團投資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131,323,659股A股，由馬鋼集團的控股股東中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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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寶鋼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896,387,958股H股，該等股東均為本公司的關聯股東。本
次股東大會第7、第 8、第9項議程均為關聯交易事項，該等關聯
股東於該三項議案中擁有重大權益（與獨立股東的權益不同），
故須且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就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本次
股東大會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股東對本次股東大會之決議案概無投票限制，亦無任何股份的
持有人有權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但只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
股東不論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就其持有的每股股份可投一票。

此外，會議還聽取了公司獨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職報告。

三 .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的見證律師事務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師事務所

律師：張承東，袁新宇

2. 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本次會議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出席本次會議人員的資格合法、有效。

本次會議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四 . 股息派發

經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向於2020年7月9日（星期四）名列香港H股股
東名冊上之H股股東派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
股人民幣0.08元（含稅）。

（一） 股息派發方式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向股東派發股利以人民幣為計算單
位，A股股利以人民幣支付，H股股利以港幣支付。其折算公式
為：股利折算價=股利人民幣額╱股利宣佈日的前五個工作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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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一港幣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價。就本
次股利派發而言，股利宣佈日即2020年6月29日的前五個工作日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一港幣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價為：
1港幣兌人民幣 0.913276元，因此本公司H股股東每股應得股利
扣稅前為港幣0.087597元。

按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託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
公司作為H股股東的收款代理人。公司H股股息之支票將由收
款代理人簽發並於2020年7月29日以平郵寄予各H股股東。

對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股票的內地個人及企業投資者，
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國
結算上海公司」）簽署《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委託
中國結算上海公司派發相關股息。中國結算上海公司作為滬港
通投資者代理人將全數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相關股息，並通過其
登記結算系統將相關股息發放至相關的滬港通投資者。

對通過深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股票的內地個人及企業投資者，
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國
結算深圳公司」）簽署《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委託
中國結算深圳公司派發相關股息。中國結算深圳公司作為深港
通投資者代理人將全數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相關股息，並通過其
登記結算系統將相關股息發放至相關的深港通投資者。

滬港通、深港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股息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
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

（二） 所得稅

1. 對於H股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除外）

(1) 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企業所得稅

根據自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
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
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 2019年末期股
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0%。任何
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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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
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其
應得之股息將被按10%扣除企業所得稅。

(2) 代扣代繳境外個人股東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
行辦法》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非居民享受稅收協
定待遇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 [2009]124號）（「稅
收協定通知」）等相關法律法規及國家稅務總局的有關
規定，持有本公司H股並於2020年7月9日（星期四）名列
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之個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從本
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應當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
並由本公司代扣代繳。唯H股個人股東可以根據其居民
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澳門）
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具體安排如下：

• 取得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或其
他與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地區）
的居民，本公司派發股息時將按 10%的稅率代扣代
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股
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公司派
發股息時將暫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個人股東，如屬於低於
10%稅率的協議國家居民，請向H股股份過戶登記
處呈交書面委託以及有關申報材料，並經本公司
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可以根據
中國稅務機關有關規定，代為辦理享受有關協議
待遇申請。

• 取得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
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地區）的居民，
本公司派發股息時將按相關稅收協議規定的實際
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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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股息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
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地區）居民、與中國沒有稅收
協議的國家（地區）居民或其他情況，本公司派發股
息時將按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2. 對於港股通投資者

根據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聯合發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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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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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
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由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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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參
照個人投資者徵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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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就向A股股東派發股息及相關事宜另作安排。

五 . 備查文件目錄

1. 經與會董事簽字確認的股東大會決議；

2.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0年6月29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丁毅、王強民、任天寶、張文
洋；非執行董事錢海帆；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王先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