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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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城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3）

(1)(i)股東週年大會、
(ii)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及
(iii)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之投票表決結果
(2)選舉監事
(3)股息派發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於2019年5
月17日（星期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北省保定市朝陽南大街2266號召開
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H股股東類別
股東大會」）及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連同股東週年大
會及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統稱「會議」）的投票表決結果。提呈的決議案已獲出
席相關會議的本公司股東（「股東」）正式通過。

有關會議所審議決議案的詳情，股東可參閱本公司發出的日期均為2019年3月22
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告（「H
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通函」）。除本公告文義另有所指外，通函所
界定詞彙在本公告具有相同涵義。

1. 會議召開及出席情況

(i) 會議召開情況

會議於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在中國河北省保定市朝陽南大街2266號舉行。

會議由董事會召集，由董事會主席魏建軍先生主持，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
會議並無否決或修改決議案，亦無提呈新決議案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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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採用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網絡投票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
交易系統進行，由本公司A股持有人（「A股股東」）參與。

(ii) 會議出席情況

(i) 股東週年大會出席情況

董事會主席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已送達全體股東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建
議決議案，而股東已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有關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127,269,000股，此乃賦予
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概無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所提呈
決議案。

持有5,583,950,151股（包括5,169,129,418股A股和414,820,733股H股）具投票
權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61.18%）的股東或其委任代表已出席該大
會，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組織章程（「公司章程」）所規定會議法定人數。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就任何建議決議案的投票並無受任何限制。

(ii)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出席情況

董事會主席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已送達本公司全體H股持有人（「H股股東」）
之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建議決議案，而H股股東已以投票表決方式
批准有關決議案。

於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H股（「H股」）總數為
3,099,540,000股，此乃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已發行H股總數。概無有權出席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
會的H股股東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所提呈決議案。

持有372,104,234股具投票權H股股份（佔全部具投票權的已發行H股12.01%）
的H股股東或其委任代表已出席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符合中國公司法及章
程所規定會議法定人數。H股股東於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就建議決議案的投
票並無受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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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出席情況

董事會主席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長城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2019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及
2019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通知》中所載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審議議
案，而A股股東已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有關決議案。

於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A股（「A股」）總數為
6,027,729,000股，此乃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已發行A股總數。概無有權出席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
會的A股股東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所提呈決議案。

持有5 ,169 ,129 ,418股具投票權A股股份（佔全部具投票權的已發行A股
85.76%）的A股股東或其委任代表已出席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符合中國公
司法及章程所規定會議法定人數。A股股東於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就建議決
議案的投票並無受任何限制。

2. 會議表決結果

(i) 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結果

以下決議案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一致。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
以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表決方式，審議並通過以下決議案。以下各項決議案
的投票比例乃按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所持
A股股份及H股股份總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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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經審計財務會計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414,597,483 99.946 10 0.000 223,240 0.054

普通股合計 5,582,004,626 99.965 10 0.000 1,945,515 0.035

(2)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427,483 99.940 10 0.000 223,240 0.060

普通股合計 5,537,834,626 99.965 10 0.000 1,945,515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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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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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478,723 99.954 10 0.000 172,000 0.046

普通股合計 5,537,885,866 99.966 10 0.000 1,894,275 0.034

(4)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427,483 99.940 10 0.000 223,240 0.060

普通股合計 5,537,834,626 99.965 10 0.000 1,945,515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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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427,483 99.940 10 0.000 223,240 0.060

普通股合計 5,537,834,626 99.965 10 0.000 1,945,515 0.035

(6)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427,483 99.940 10 0.000 223,240 0.060

普通股合計 5,537,834,626 99.965 10 0.000 1,945,515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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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2019年度公司經營方針；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478,723 99.954 10 0.000 172,000 0.046

普通股合計 5,537,885,866 99.966 10 0.000 1,894,275 0.034

(8)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續聘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
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外部核數師，為公司提供財務報表審
計、審閱以及內部控制情況審計等服務，任期自本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
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日止，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確定
其報酬，金額不超過人民幣350萬元；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58,821,821 96.809 11,656,912 3.145 172,000 0.046

普通股合計 5,526,228,964 99.755 11,656,912 0.210 1,894,275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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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議案名稱：選舉劉倩女士為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獨立監事，於股東週年
大會獲委任為獨立監事的前提下，劉倩女士將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協議，
任期限自股東週年大會選舉通過之日起至第六屆監事會屆滿，並授權監
事會釐定其薪酬，監事酬金為每年人民幣18,000元（稅後）；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0,250,723 99.892 10 0.000 400,000 0.108

普通股合計 5,537,657,866 99.962 10 0.000 2,122,275 0.038

特別決議案

(10) 議案名稱：「動議授權董事會回購本公司A股及H股：

(a) 在下文(b)及(c)段之規限下，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按照中國主管證
券事務的政府或監管機關、香港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或任何其
他政府或監管機關之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及規例及╱或規定，行使
本公司全部權力回購本公司已發行及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
人民幣1元之H股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元
之A股；

(b) 根據上文(a)段之批准本公司獲授權可在有關期間回購本公司H股總
面值不得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及相關決議案於本公司類別股東大會
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H股數目的10%及A股總面值不得超過本決
議案獲通過及相關決議案於本公司類別股東會議獲通過當日本公司
已發行A股數目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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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文(a)段之批准須待達成下列條件後，方可作實：

(i) 本公司定於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或適用的押後日期）舉行
的本公司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及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或
適用的押後日期）舉行的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過一項與本段
所載決議案條款（本第(c)(i)分段除外）相同的特別決議案；

(ii) 根據中國法律、法規及規定，取得全部有權監管機關（若適用）
的批准；及

(iii) 根據上文所述本公司公司章程第29條所載通知程序，本公司任
何債權人並無要求本公司就所欠債權人任何款項作出還款或提
供擔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債權人要求本公司還款或提供擔保，則
本公司經全權酌情決定已就該等款項作出還款或提供擔保）。倘
本公司決定根據本(c)(iii)項條件的情況向其任何債權人償還任
何款項，則預期本公司會動用內部資金償還該等款項。

(d) 待中國所有相關政府部門批准本公司回購相關股份及上述條件達成
後，授權董事會進行以下事宜：

(i) 決定回購時機、期限、價格及數量；

(ii) 通知債權人並進行公告；

(iii)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應外匯變更登記手續；

(iv) 根據監管機構和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
備案程序；

(v)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規例，執行、進行、簽署及採取所有彼
等認為與上文(a)段擬進行的股份回購有關並使其生效的合適、
必要或適當的文件、行動、事情及步驟；

(vi) 辦理回購股份的註銷程序，減少註冊資本，對本公司公司章程
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修訂，反映本公司的新資本架構，並履行有
關法定的登記及備案手續；及

(vii) 簽署及辦理其他與回購股份相關的文件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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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本決議案中：

「A股股東類別
 股東大會」

指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可
以港元認購及買賣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H股股東類別
 股東大會」

指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有關期間」 指 通過本特別決議案當日起至下列最早時間
止的期間：

(i) 本決議案通過後的本公司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結束時；

(ii) 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本決議案，以及H股
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及A股股東類別股
東大會通過相關決議案後滿十二個月
時；或

(i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或股
東於本公司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或A
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撤
回或更改本特別決議案所給予授權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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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9,107,118 100.000 0 0.000 22,300 0.000

H股 374,916,223 99.487 1,534,510 0.407 400,000 0.106

普通股合計 5,544,023,341 99.965 1,534,510 0.028 422,300 0.007

(1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修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19
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www.gwm.com.cn)發出之通函及公告）並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執
行董事代表本公司就修訂及更改公司章程向相關機關辦理修訂、申請審
批、登記、備案及其他相關事宜。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7,407,143 99.967 0 0.000 1,722,275 0.033

H股 375,958,723 99.763 720,010 0.191 172,000 0.046

普通股合計 5,543,365,866 99.953 720,010 0.013 1,894,275 0.034

就有關建議修改本公司組織章程的決議案而言，謹此提述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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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通函所披露，本公司修改後的公司章程第33條提及，「公司依照第
三十條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的，
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及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的前提
下，需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會會議決議」。

本公司謹此確認，購回本公司股份的一般授權或特別授權（本公司將據此
購回股份）須及將須待(i)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ii)A股持
有人於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及(iii)H股持有人於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任何股
份回購亦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相關規定及限制進行，包括但不限於第10
章及第19A章。

(ii)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結果

以下決議案與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一致。出席H股股東類別
股東大會的H股股東以現場投票方式，審議並通過以下決議案。以下各項決
議案的投票比例乃按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的H股股東所持H股股份總數計算。

特別決議案

1、 議案名稱：「動議授權董事會回購本公司A股及H股：

(a) 在下文(b)及(c)段之規限下，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按照中國主管證
券事務的政府或監管機關、香港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或任何其
他政府或監管機關之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及規例及╱或規定，行使
本公司全部權力回購本公司已發行及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
人民幣1元之H股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元
之A股；

(b) 根據上文(a)段之批准，本公司獲授權可在有關期間回購本公司H股
總面值不得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及相關決議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及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H股數目的10%
及A股總面值不得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及相關決議案於本公司類別
股東會議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A股數目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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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文(a)段之批准須待達成下列條件後，方可作實：

(i) 本公司定於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或適用的押後日期）舉行
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及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或適用的押
後日期）舉行的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過一項與本段所載決議
案條款（本第(c)(i)分段除外）相同的特別決議案；

(ii) 根據中國法律、法規及規定，取得全部有權監管機關（若適用）
的批准；及

(iii) 根據上文所述本公司公司章程第29條所載通知程序，本公司任
何債權人並無要求本公司就所欠債權人任何款項作出還款或提
供擔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債權人要求本公司還款或提供擔保，則
本公司經全權酌情決定已就該等款項作出還款或提供擔保）。倘
本公司決定根據本(c)(iii)項條件的情況向其任何債權人償還任
何款項，則預期本公司會動用內部資金償還該等款項。

(d) 待中國所有相關政府部門批准本公司回購相關股份及上述條件達成
後，授權董事會進行以下事宜：

(i) 決定回購時機、期限、價格及數量；

(ii) 通知債權人並進行公告；

(iii)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應外匯變更登記手續；

(iv) 根據監管機構和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
備案程序；

(v)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規例，執行、進行、簽署及採取所有彼
等認為與上文(a)段擬進行的股份回購有關並使其生效的合適、
必要或適當的文件、行動、事情及步驟；

(vi) 辦理回購股份的註銷程序，減少註冊資本，對本公司公司章程
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修訂，反映本公司的新資本架構，並履行有
關法定的登記及備案手續；及

(vii) 簽署及辦理其他與回購股份相關的文件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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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本決議案中：

「A股股東類別
 股東大會」

指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可
以港元認購及買賣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H股股東類別
 股東大會」

指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有關期間」 指 通過本特別決議案當日起至下列最早時間
止的期間：

(i) 本決議案通過後的本公司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結束時；

(ii)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過本決議案，
以及股東週年大會及A股股東類別股
東大會通過相關決議案後滿十二個月
時；或

(i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或股
東於本公司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或A
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撤
回或更改本特別決議案所給予授權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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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H股 370,165,723 99.479 1,538,511 0.413 400,000 0.108

(iii)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結果

以下決議案與《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2019
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及2019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通知》中所載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審議議案一致。出席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的A股股東
以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表決方式，審議並通過以下決議案。以下各項決議案
的投票比例乃按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席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的A股股東所持A股股份總數計算。

特別決議案

1. 議案名稱：關於給予董事會回購A股及H股一般性授權的議案審議結果：
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69,107,118 100.000 0 0.000 22,3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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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舉監事

本公司獨立監事羅金莉女士因年齡原因辭去本公司獨立監事職務，公司需重
新選舉獨立監事。根據公司章程要求及監事會提名，選舉劉倩女士為本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獨立監事候選人。任期自股東週年大會選舉通過之日起至第六
屆監事會屆滿。於股東週年大會獲選舉為獨立監事的前提下，授權監事會釐
定其薪酬，監事酬金為每年人民幣18,000元（稅後）。經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
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劉倩女士為本公司獨立監事，劉倩女士已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獲選舉為獨立監事。

羅金莉女士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概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請
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交易所垂注。

獲委任之獨立監事的履歷詳情載於本公告附錄一。

4. 股息派發

股東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向於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登記日」）營業
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各股東派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29元（含稅）。

本公司將按以下方式派發股息：

(1) H股股東（不含內地個人及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
票的股東）

① 根據有關規則及章程，應付H股股東的股息以人民幣計算，並以港
元派發。

所用轉換公式如下：

外幣股息 =
人民幣股息

中國人民銀行於公佈股息前一日公佈的港元匯價

根據章程，就上述末期股息而言，股息公佈日期為2019年5月17
日。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9年 5月 16日公佈的港元滙率為人民幣
0.87508元（港幣1元=人民幣0.87508元）。按上述公式計算，每股H
股的股息為0.33139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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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據章程，本公司已委任根據香港法例第29章《受託人條例》登記為
信託公司的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收款代理人」）代表H股
股東收取就H股派發的股息。股息支票將由收款代理人簽發，並將
於2019年6月28日（派發H股股息當日）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H
股股東，郵遞風險由收件人承擔。

(2) 內地個人及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的股東應付
股息以人民幣派發，並由本公司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進行派發，相關股息將於2019年6月
28日由本公司發放至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並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統
一派發。

(3) 內地個人及企業投資者通過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的股東應付
股息以人民幣派發，並由本公司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進行派發，相關股息將於2019年6月
28日由本公司發放至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並由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統
一派發。

(4) 本公司將就向A股股東派發股息及相關事宜另作安排。

5. 預扣有關付予非居民企業股東股息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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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下統稱「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國家稅
務總局於2008年11月6日頒佈的《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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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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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其
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上述要求不適用於內地個人及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
所上市股票的股息紅利所得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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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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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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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投資者在國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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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
股息紅利所得，計入其收入總額，依法計徵企業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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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嚴格依照法規或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嚴格依照登記日的本公司H
股股東名冊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不能
確定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會對股東承擔
責任及不予受理，但本公司可以在適當能力範圍內提供協助。

6. 監票人

本公司的審計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監票人並比較了
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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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
合夥）所實施的相關工作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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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律師見證

會議經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指派的律師見證。根
據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會議的召集、召開符合法
律、行政法規、《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
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會議的表決程序、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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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gwm.com.cn)覽閱。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2019年5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力輝先生、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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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獲委任之獨立監事履歷詳情

已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選舉的獨立監事的履歷如下：

劉倩女士（「劉女士」），37歲，副教授，2003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統計學專業獲得學
士學位，2006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統計學專業獲得碩士學位。2003年7月至今於河
北大學經濟學院統計學系任教。

劉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任期自股東大會選舉通過後至第六屆監事會屆
滿。若非另有決定，劉女士每年可獲監事酬金人民幣18,000元（稅後）。劉女士的
監事酬金由監事會基於其職責釐定。

劉女士在本公告日期前三年內，並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董事。除本文所披露
者外，劉女士並無其他重要職位或資格。

於本公告日期，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定義，劉女士並無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劉女士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及控股股東（定
義見《香港上市規則》）並無關連。

除上文披露者外，劉女士確認並無其他有關其選舉而須知會股東的事宜，且並無
《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所規定的須要披露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