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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表：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顺利

进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参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携带身份证明（身份证、股东证明文件）及相关

授权文件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应于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下午

13:00—13:50办理会议登记。在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后，已提交会议出席回条但未登记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无权参加会

议表决。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必请出席

现场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到达会场登记参会资格并签到。未

能提供有效证件并办理签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和发言。除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

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出席会议人员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安排，共同维护股

东大会的正常秩序。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五、大会投票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在

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六、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需对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予以逐项表

决，在各议案对应的“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所选

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对于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投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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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弃权。 

七、每位股东每次发言建议勿超过三分钟，同一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发言主题应

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相关。 

八、《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郑春来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

案》、《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张德会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孟祥军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关

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崔凯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关于授予

公司关连人士郑立朋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关于授予公司

关连人士陈彪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

士张利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王凤

英女士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杨志娟女

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议案》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 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九、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

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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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大会主席：董事长魏建军先生。 

一、宣读会议须知； 

二、宣读会议议程； 

三、宣布会议开始； 

四、介绍会议出列席情况； 

五、宣读各项议案； 

六、股东针对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集中发言及提问； 

七、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八、大会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九、宣布会议决议及表决结果；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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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郑春来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郑春来先生授予2021年预留限制性A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关

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司关连

人士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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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张德会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张德会先生授予2021年预留限制性A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关

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司关连

人士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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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孟祥军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孟祥军先生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

关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

则”）第 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

司关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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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崔凯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崔凯先生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关

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 14A 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司关

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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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郑立朋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郑立朋先生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

关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

则”）第 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

司关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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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陈彪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陈彪先生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关

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 14A 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司关

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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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张利先生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张利先生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关

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 14A 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司关

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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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王凤英女士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王凤英女士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

关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

则”）第 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

司关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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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杨志娟女士 2021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 

暨关连交易的议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杨志娟女士授予 2021 年预留限制性 A 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

关连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

则”）第 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详情请见附录：《关于授予公

司关连人士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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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授予公司关连人士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暨关连交易的方案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或“本公司）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向公司关连人士授予2021年预留限制性A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获豁免的关连交易，须

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

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一）关连人士授予人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中，郑春来先生、张德会先生、孟祥军先生、

崔凯先生、郑立朋先生为本公司重要附属公司之董事、总经理，陈彪先生过去12个月曾

任本公司监事，张利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王凤英女士配偶，王凤英女士为本公司总经理

及过去12个月曾任本公司董事，杨志娟女士过去12个月曾任本公司董事，上述人士属于

本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连人士（但不包括根据上市规则第14A.09条不

被视为本公司之关连人士的人士），详情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份总

数的比例 

郑春来* 
子公司董事、总

经理 
5 0.5814% 0.0005% 

张德会* 
子公司董事、总

经理 
5 0.5814% 0.0005% 

孟祥军* 
子公司董事、总

经理 
5 0.5814% 0.0005% 

崔凯* 
子公司董事、总

经理 
3 0.3488% 0.0003% 

郑立朋* 
子公司董事、总

经理 
5 0.5814% 0.0005% 

陈彪*# 
过去 12 个月曾

任公司监事 
4 0.4651% 0.0004% 

张利*# 
分公司副总经

理 
5 0.5814% 0.0005% 

王凤英*# 总经理 247.5 28.7791% 0.0268% 

杨志娟 
过去 12 个月曾

任公司董事 
4 0.4651%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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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266人） 
576.5 67.0349% 0.0624% 

合计（275人） 860 100.0000% 0.0931% 

*本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人士。 

# 本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联人士。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

未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

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A股及 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一般数据 

1、 有关本公司的资料 

本公司为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在联交所主板上市及 A股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为综合汽车制造商，连同其子公司组成的本集团亦从事制造及

销售若干汽车零部件的业务。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创新长城，创新长城持有本公司 55.38%已发行股本，创新长城

62.854%股本由长城控股持有，本公司董事长魏建军先生持有长城控股为持股 99%股权。 

2、 有关关连人士的资料 

郑春来先生（「郑先生」），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郑先生于 1991年加入

本公司，现主管本集团密封、减震、座椅、内外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域控制器等汽

车电子类产品业务。 

张德会先生（「张先生」），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主要负责本集团底盘、

冲焊、压铸、模具、自动化、球铰链、铸造产品的研发及生产业务。 

孟祥军先生（「孟先生」），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孟先生于 2003年加入

本公司，主要负责本公司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配件的统一配送和分销网络建设、销

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询服务业务。 

崔凯先生（「崔先生」），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崔先生于自 2006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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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负责供应链全面业务管理工作，涵盖零部件采购、成本、质量、交付全链

条业务管理。 

郑立朋先生（「郑先生」），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郑先生于 2006年加入

本公司，主要负责本集团发动机、变速器、减速器、新能源电机及控制器、智能转向、

自动驾驶等相关产品的研发及生产业务。 

陈彪先生（「陈先生」），过去 12个月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陈先生

于 2007 年加入本公司，曾任职本公司质量管理本部本部长助理、经营监察本部副本部

长。2014年 10月至 2019 年 5月任本公司监察审计本部本部长，2019年 5月至 2021年

11月任本公司监察审计部监察审计总监，2015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任本公司

监事。 

张利先生「张先生」，本公司荆门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先生于 1992 年加入本公司，

主要负责本公司荆门分公司的生产管理业务。 

王凤英女士「王女士」，本公司总经理。王女士 1991年加入公司，负责公司的战略

及市场营销管理工作，2002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王女士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 6月至 2022年 3月任公司执行董事。 

杨志娟女士「杨女士」，过去 12 个月曾任公司董事。杨女士 1999 年加入本公司，

曾担任保定长城华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主任、本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等职务。

2001年 8月至 2022年 3月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三）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及关连授予的理由及裨益 

基于面向未来长期的发展和治理，构建创新的长期激励机制，通过赋予激励对象权

利义务，将有效推动员工由“打工者”向“合伙人”的转变，要把“做工作”变成“干

事业”，凝聚一批具备共同价值观的时代奋斗者和事业带头人，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实现全体股东利益一致。具体来讲，本激励计划的推出具有以下目的： 

1、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经营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

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凝心聚力，有效地

将股东利益、公司效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保障“利出一孔，力出一孔”，

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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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设定挑战性业绩目标，压力与动力并存，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也

有利于调动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

营目标的实现，从而为股东创造更为持久、丰厚的回报。 

3、有利于吸引和稳定优秀的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通过全面的、精准的覆盖高价

值岗位及关键人才，满足公司对核心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提升公司的凝聚

力，建立公司的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激发公司创新活力，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 

(四)《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涵义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第 17章的股份期权计划。根据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授予预留限制性 A股股票将构成本公司不

获豁免的关连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的申报、公告及取得独立股东批

准的规定。本公司将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负责就本公司向属于关连人士的激励对象进

行授予限制性 A股股票一事，向本公司独立股东提供意见。本公司亦将委任独立财务顾

问，负责就本公司向属于关连人士的激励对象进行授予预留限制性 A股股票一事，向本

公司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