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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4:00 

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 号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 A108 室 

主持人：董事长 梁海山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参会股东审议各项议案 

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主持人询问股东对上述表决议案有无意见，若无意见，开始投票，其

它除上述议案以外的问题可在投票后进行提问。  

三、主持人宣布请股东代表、监事会代表及公司律师检查投票箱。  

四、主持人宣布投票工作开始。  

五、投票结束后，由监事会代表、股东代表、公司律师及工作人员到后台

计票。  

六、投票结果统计完成后，由监事会主席宣布现场投票结果。  

七、现场会议休会，等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结果。  

八、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果统计后，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合计投票结果。  

九、主持人根据投票结果宣读《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十、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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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

定的批复》（国函〔2019〕97 号），公司作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股东提案和召开

程序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序

号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修改依据或

原因 

1 

第一条 为维护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

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

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

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

条款》”）、《德国证券交易法》、《法

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法兰克福上市规则》”）

（《德国证券交易法》、《法兰克福

上市规则》以及欧盟关于证券发行

及交易的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为“法

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相关上市规

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

程。 

第一条 为维护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

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

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

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

条款》”）、《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德国

证券交易法》、《法兰克福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法兰克

福上市规则》”）（《德国证券交易

法》、《法兰克福上市规则》以及欧

盟关于证券发行及交易的相关规

定以下合称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

所相关上市规定”）和其他有关规

定，制订本章程。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2 

第九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 45 日前发出书面

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

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

东。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

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将出席会议

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公司在计算

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

当日。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

第九十八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

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发出

书面通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15 日发出

书面通知，通知中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

所有在册股东。公司在计算起始期

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

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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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

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

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45 日至 50 日的期间内，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

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

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外资股东，公司可以依照公司境

外上市地相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

进行通知。 

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收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

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

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外资股东，公司可以依照公司境

外上市地相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

进行通知。 

3 

第九十九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

开前 20 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

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

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2 以

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

不到的，公司应当在 5 日内将会议

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

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

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

明的事项。 

第九十九条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

定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4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

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45 日前

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

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

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拟出席会

议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

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

司。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

东会议，应当参照本章程第九十八

条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时限

要求发出通知，通知中将会议拟审

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

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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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

定的批复》（国函〔2019〕97 号）及拟修改的《公司章程》，公司作为在中国境

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涉及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期限、股东提案和召开程序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序

号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修改依据或

原因 

1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

会及其参会者的行为，提高股东大

会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程

序及决议的合法性，充分维护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

定》、《德国证券交易法》（以下简

称《德国证券交易法》）、《法兰克

福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法兰克福上市规则》）（《德国

证券交易法》、《法兰克福上市规

则》以及欧盟关于证券发行及交易

的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为“法兰克福

证券交易所相关上市规定”）和《海

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国家现行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特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

会及其参会者的行为，提高股东大

会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程

序及决议的合法性，充分维护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

定》、《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

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德国证券交

易法》、《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法兰克福上市

规则》）（《德国证券交易法》、《法

兰克福上市规则》以及欧盟关于证

券发行及交易的相关规定以下合

称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相关上

市规定”）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以及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特制定本规则。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2 

第十四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

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45 日前发出

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

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

别股份的在册股东。拟出席会议的

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

第十四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

议，应当参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关

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时限要求

发出通知，通知中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

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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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

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

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股份

总数 1/2 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

别股东会议；达不到的，公司应当

在 5 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

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

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

开类别股东会议。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3 

第二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 45 日前发出书面

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及开会

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

议召开 20 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

面回复送达公司。公司在计算起始

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当

日。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

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

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

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45 日至 50 日的期间内，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

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

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外资股东，公司可以依照公司境

外上市地相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

进行通知。 

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 20 日时收到

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拟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1/2 以上的，公司可以召

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

在 5 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

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

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

开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

第二十九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

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发出

书面通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15 日发出

书面通知，通知中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

有在册股东。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

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

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收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

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

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外资股东，公司可以依照公司境

外上市地相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

进行通知。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

明的事项。 

上述所称公告，指公司将召开股东

大会的有关事项，应当在《上海证

券报》和另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纸以及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媒

体刊登。会议通知一经公告，视为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已经收到股

东大会的通知。 

《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

在境外上市

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

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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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上述所称公告，指公司将召开股东

大会的有关事项，应当在《上海证

券报》和、另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纸以及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

媒体刊登。会议通知一经公告，视

为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已经收到

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