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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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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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
下午1:30在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九華西路8號馬鋼辦公樓召開股東大會。
於日期為 2022年11月15日的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所載列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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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安徽省馬鞍山市九華西路 8號馬鋼辦公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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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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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其中：A股股東人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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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6,418,502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755,149,236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H股） 131,26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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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8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8.29

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股東持股佔股
份總數的比例(%)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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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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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經理伏明先生、章
茂晗先生列席本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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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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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685,103 99.93 2,464,133 0.07

H股 125,255,046 95.42 6,014,220 4.58

普通股合計： 3,877,940,149 99.78 8,478,353 0.22

2.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公司第十屆董事會董事報酬的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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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100,236 100.00 48,900 0.00

H股 130,269,266 99.24 1,000,000 0.76

普通股合計： 3,885,369,502 99.97 1,048,9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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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公司第十屆監事會監事報酬的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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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100,236 100.00 48,900 0.00

H股 130,269,266 99.24 1,000,000 0.76

普通股合計： 3,885,369,502 99.97 1,048,900 0.03

（二） 累積投票議案表決情況

4. 選舉公司第十屆董事會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

佔出席會議

有效表決權

的比例(%) 是否當選

4.01 選舉丁毅先生為公司董事 3,828,756,887 98.52 是

4.02 選舉毛展宏先生為公司董事 3,881,710,701 99.88 是

4.03 選舉任天寶先生為公司董事 3,882,559,801 99.90 是



– 5 –

5. 選舉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

佔出席會議

有效表決權

的比例(%) 是否當選

5.01 選舉張春霞女士為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3,872,568,893 99.64 是

5.02 選舉朱少芳女士為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3,877,778,485 99.78 是

5.03 選舉管炳春先生為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3,885,348,919 99.97 是

5.04 選舉何安瑞先生為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3,885,348,917 99.97 是

6. 選舉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出任的監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

佔出席會議

有效表決權

的比例(%) 是否當選

6.01 選舉馬道局先生為公司監事 3,885,348,917 99.97 是

6.02 選舉洪功翔先生為公司獨立監
事

3,885,348,918 99.9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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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1. 本次股東大會的第1項議案為特別決議案，需參與投票的股
東所持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票通過。

2. 於本次股東大會舉行當日，除上述所披露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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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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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師事務所

律師：張一洎、韓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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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任天寶

董事會秘書

2022年12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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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展宏、任天寶；獨立
非執行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管炳春、何安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