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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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特別大會、 
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及 
A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

之投票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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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2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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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特别大會（「股東特别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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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股東特别大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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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2021年6月24日
的通函（「通函」）及日期為2021年6月24日的股東特别大會之通告（「股東特别大會通
告」）、H 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之通告（「H股股東類別股東大會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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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2日（星期四）在中國河北省保定市朝陽南大街2266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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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董事會召集，由執行董事楊志娟女士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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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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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及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本公司股東（合共持有A
股1,450,000股）已就股东特别大会通告中的議案1、3、5、8及A股股东類別股
東大會中有關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的所有議案放棄投票。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
但為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本公司股東（合共持有A股5,560,617股）
已就股东特别大会通告中的議案1、3、5及A股股东類別股東大會中有關限制性
A股激勵計劃的所有議案放棄投票。身為本公司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
的本公司股東（合共持有A股613,650股）已就股东特别大会通告中的議案2、4、
6及A股股东類別股東大會中有關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所有議案放棄投票。 

(ii) 會議出席情況 

(i) 股東特别大會出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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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股東特别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202,878,879股。 就股东特
别大会通告内的议案1、3、5而言，本公司股东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该等決
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为9,197,318,262股。就股东特别大会通告内的议案2、4、
6而言，本公司股东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该等決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为
9,202,265,229股。就股东特别大会通告内的议案7而言，本公司股东有權出席
大會並於會上就该等決議案表決的股份總數为9,202,878,879股。就股东特别大
会通告内的议案8而言，本公司股东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该等決議案表決的
股份總數为9,197,318,262股。 
 
概無有權出席股東特别大會的股東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所提呈決議案。 

 

持有6,696,098,357股（包括5,344,923,200股A股和1,351,175,157股H股）具投
票權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7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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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述回避表決股東外，其他股東於股東特别大會就任何建議決議案的投票並無受任何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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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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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76,178股具投票權H股股份（佔全部具投票權的已發行H股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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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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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取車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召開2021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2021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
及2021年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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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3,338,879 股。就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中的所有与限制性 A 股激勵計劃相关
的议案而言，本公司 A 股股东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该等決議案表決的 A 股
股份總數为 6,097,778,262 股。就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中的所有与 A 股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相关的议案而言，本公司 A 股股东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该等決議
案表決的股份總數为 6,102,725,22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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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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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5,344,923,200股具投票權A股股份（佔全部具投票權的已發行A股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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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述回避表決股東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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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特别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結果 
 

以下決議案與股東特别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一致。出席股東特别大會的股東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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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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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決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草案）及其摘要（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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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的通函）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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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42,152,946 99.9482 770,196 0.0144 2,000,058 0.0374 

H股 1,315,459,321 97.3567  35,714,336 2.6432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57,612,267 99.4252 36,484,532 0.5449 2,001,558 0.0299 

 

(2)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
案）及其摘要（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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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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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1,883,846 99.9432 1,039,296 0.0194 2,000,058 0.0374 

H股 1,295,084,880 96.7790 43,102,277 3.2209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36,968,726 99.3096 44,141,573 0.6605 2,001,558 0.0299 

 
 

(3)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
施考核管理辦法（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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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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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H股 1,304,049,130 97.5994 32,073,027 2.4005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58,111,775 99.6253 25,040,582 0.3747 1,500 0.0000 

 

(4)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
考核管理辦法（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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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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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H股 1,304,049,130 97.5994 32,073,027 2.4005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48,347,734 99.5106 32,697,623 0.4894 1,500 0.0000 

 
(5)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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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審議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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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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H股 1,310,688,571 98.1923 24,128,086 1.8076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55,256,275 99.6335 24,483,582 0.3665 1,500 0.0000 

 
(6)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

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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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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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H股 1,306,121,130 97.6438 31,516,027 2.3561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50,419,734 99.5190 32,140,623 0.4810 1,500 0.0000 

 
(7)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修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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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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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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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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923,10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H股 1,335,430,157 99.9470 150,000 0.0112 558,500 0.0418 

普通股合計 6,680,353,257 99.9894 150,100 0.0022 558,500 0.0084 

 

普通決議案 
(8)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香港上市規則項下有關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的關連交易的議案，並批准關連人士激勵對象根據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的條款及條件參與該計劃（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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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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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H股 1,313,089,071 98.1547 24,685,086 1.8452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計 6,657,656,775 99.6253 25,040,582 0.3747 1,5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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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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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草案）及其摘要（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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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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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760,321  97.377   35,714,336  2.623   1,521  0.000  

 

(2)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
案）及其摘要（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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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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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580,380  96.802   43,102,277  3.198   1,521  0.000  

 
 

(3)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
施考核管理辦法（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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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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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H股  1,322,997,571  98.168   24,685,086  1.832   1,521  0.000  

 

(4)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
考核管理辦法（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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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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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589,130  97.620   32,073,027  2.380   1,521  0.000  

 
(5)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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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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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554,571  98.210   24,128,086  1.790   1,521  0.000  

 
(6)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

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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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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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166,630  97.661   31,516,027  2.339   1,52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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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2021年
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及2021年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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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草案）及其摘要（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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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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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2,152,946 99.9482 770,196 0.0144 2,000,058 0.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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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
案）及其摘要（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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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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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1,883,846 99.9432 1,039,296 0.0194 2,000,058 0.0374 

 

(3)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
施考核管理辦法（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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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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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4)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

考核管理辦法（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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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
函） 

審議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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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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5)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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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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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6)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
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不遲於2021年6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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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通函） 
 

審議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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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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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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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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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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2021 年7 月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魏建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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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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