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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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196）

於股東周年大會、2020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及
2020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所提呈決議案的投票結果

選舉非執行董事
派發末期股息

及
暫停辦理H股股東名冊登記期間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2020年第一次A股類
別股東會（「A股類別股東會」）及2020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H股類別股東會」）（統稱「大會」）已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一時正於中國上海市紅松東路1116號上海虹橋元一希爾頓酒店
舉行。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H股類別股東會通告及通函
（「通函」）。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語與通函中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大會舉行當日，(i)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總數為2,562,898,545股，包括2,010,958,045股A股及
551,940,500股H股；(ii) 2,562,898,545股股份的持有人（或股東授權代表）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
會上就所提呈的決議案投票表決；及(iii) 2,010,958,045股A股持有人（或授權代表）及551,940,500股
H股持有人（或授權代表），分別有權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及H股類別股東會，並就所提呈的決議案投
票。概無任何股份使股東有權出席大會但僅可就決議案投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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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宇先生及姚方先生必須並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就有關考核結果、考核方案的決議案放棄表決。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股東、本公司及股東
關連人士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於股東周年大會、A股類別股東會或H股類別股東會所提呈決議案中擁
有任何重大權益，並須於股東周年大會、A股類別股東會或H股類別股東會上放棄表決。

大會出席情況

(I) 股東周年大會出席情況：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代表情況載列如下：

股東和股東授權代表人數 374

其中： A股股東人數 373

H股股東人數 1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1,251,226,348

其中： A股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1,011,554,176

H股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239,672,172

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8.8208

其中： A股股份佔股份數目比例 39.4692

H股股份佔股份數目比例 9.3516

(II) A股類別股東會出席情況：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的A股股東和授權代表情況載列如下：

A股股東和股東授權代表人數 373

所持有表決權的A股總數（股） 1,011,554,176

A股佔本公司A股總數比例(%) 5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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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股類別股東會出席情況：

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的H股股東和授權代表情況載列如下：

H股股東和股東授權代表人數 1

所持有表決權的H股總數（股） 239,563,672

H股佔本公司H股總數比例(%) 43.4039

大會在符合《中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下召開，並由本公司董事長陳啟宇先生擔任大會主
席。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條的規定，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本
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股東代表以及本公司監事會成員共同擔任大會的點票監
票人。

於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結果

(I) 股東周年大會投票結果：

股東周年大會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股東周年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年度報告。 1,249,418,807

(99.8555%)

746,791

(0.0597%)

1,060,750

(0.084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九年度董事會工作報
告。

1,249,395,807

(99.8537%)

785,941

(0.0628%)

1,044,600

(0.083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九年度監事會工作報
告。

1,249,379,107

(99.8524%)

787,241

(0.0629%)

1,060,000

(0.084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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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4.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度財務決算
報告。

1,249,548,507

(99.8659%)

621,341

(0.0497%)

1,056,500

(0.0844%)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度利潤分配
預案。

1,249,521,207

(99.8637%)

1,215,141

(0.0971%)

490,000

(0.039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6. 審議及批准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擔任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境內
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報告審計機構、續聘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本公司二零二零年
度境外財務報告審計機構及通過境內外審
計機構二零一九年度報酬方案。

1,249,907,807

(99.8946%)

798,541

(0.0638%)

520,000

(0.041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7.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九年執行董事考核結果
和報酬。

1,242,147,575

(99.2744%)

8,759,973

(0.7001%)

318,800

(0.025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8. 審議及批准二零二零年執行董事考核方
案。

1,248,271,239

(99.7638%)

2,202,509

(0.1760%)

752,600

(0.060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9.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續展及新增委託貸款╱
借款額度。

1,242,027,313

(99.2648%)

5,812,505

(0.4645%)

3,386,530

(0.270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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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0.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新增申請銀行授信額
度。

1,249,897,607

(99.8938%)

831,041

(0.0664%)

497,700

(0.039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1. 審議及批准授權發行銀行間市場債務融資
工具。

1,249,907,807

(99.8946%)

797,941

(0.0638%)

520,600

(0.041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2. 授權管理層處置本集團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

1,249,893,739

(99.8935%)

811,509

(0.0649%)

521,100

(0.041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3.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續展及新增擔保額度。 1,249,868,907

(99.8915%)

829,141

(0.0663%)

528,300

(0.042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4.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發行A股及╱或H

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1,113,856,144

(89.0212%)

137,036,304

(10.9522%)

333,900

(0.026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5.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回購H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

1,249,322,089

(99.8478%)

942,609

(0.0753%)

961,650

(0.076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6.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回購A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

1,249,419,257

(99.8556%)

917,941

(0.0734%)

889,150

(0.071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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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採用累積投票方式）

有效票數

17. 選舉非執行董事

17.1 選舉龔平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217,542,135

(97.307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7.2 選舉潘東輝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224,733,235

(97.882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半數，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II) A股類別股東會投票結果：

A股類別股東會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於A股類別股東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
下：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回購H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

1,010,080,967

(99.8544%)

747,059

(0.0739%)

726,150

(0.071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回購A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

1,010,178,135

(99.8640%)

722,391

(0.0714%)

653,650

(0.064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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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股類別股東會投票結果：

H股類別股東會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於H股類別股東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
下：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回購H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

239,335,622

(99.9048%)

195,550

(0.0816%)

32,500

(0.013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考慮及酌情通過建議授予回購A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

239,335,622

(99.9048%)

195,550

(0.0816%)

32,500

(0.013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大會經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大會的召集、召
開程序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大會人
員的資格、召集人資格均合法有效，大會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選舉非執行董事

股東周年大會上，龔平先生及潘東輝先生均獲股東正式選舉為第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龔平先生
及潘東輝先生的委任將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止。

龔平先生及潘東輝先生的履歷、服務年期及酬金等資料已載列於通函。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有關
龔平先生及潘東輝先生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2)條的規定作出披露，亦無有關委任的其
他事宜需股東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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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末期股息

經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批准通過，董事會欣然宣佈以本公司未分派利潤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予全体股東，每股人民幣0.39元（稅前），以人民幣向A股股東支付，以港幣
向H股股東支付。H股股息以港元實際派發的金額按股東周年大會當日前五(5)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
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元的平均基準匯率中間價（即人民幣0.91303元兌1港元）計算，即每股現金股息為
0.43港元（稅前）。

H股末期股息將支付予截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為確
定有權收取上述H股末期股息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四）至二零二零
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Ｈ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發
建議的末期股息，本公司之未登記Ｈ股股東請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將所有Ｈ股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香港Ｈ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
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二零一七年二月
二十四日施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的決定》以
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發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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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
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二零一九年度應付股息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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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
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持有，因此本公司將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
得稅。



9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發佈的《關於國稅發[1993] 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
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 348號）以及香港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發佈的《有關香
港居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息的稅務安排》的函件，在香港發行股票的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向其股東
派發股息時，一般可按10%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本公司在向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名
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派發二零一九年度應付股息時，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
所得稅，但稅務法規、相關稅收協定或通知另有規定的，將按相關規定及稅收徵管要求具體辦理。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本公司A股股票（「滬股通」），其
股息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
發。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代繳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代扣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
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
可以自行或授權代扣代理，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
核後，已徵稅款超出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部份將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記錄日期、現金股息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之本公司H股股
票（「港股通」），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股息以人民幣派發。港股通投資者記錄日期、現金股息
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相關稅收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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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作為滬港通H股股票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
司派發的現金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股息發放至相關滬港通H股股票投資者。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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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地個人投資者
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之股票取得的股息，應納稅款與個人投資者相
同。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或代繳股息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深港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為深港通H股股票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
司派發的現金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股息發放至相關深港通H股股票投資者。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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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地個人投資
者通過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之股票取得的股息，應納稅款與個人投資者相
同。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或代繳股息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本公司將嚴格根據相關法律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依照相關記錄日期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所載
資料，代扣H股股東應付的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引致的任何糾紛
或損失，本公司概不承擔責任。

關於股東持有及出售本公司H股的中國、香港及其他稅務影響，本公司建議股東自行諮詢稅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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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委任招商永隆信托有限公司為香港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且將向收款代理人支付
H股所宣派的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而收款代理人將以受託方式代有關H股股東持有直至付款。有關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扣除適用稅項後）將由收款代理人支付，有關支票將於或約於二零二零年八月
十四日（星期五），由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平郵寄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H股股東，而郵誤風險概由H股股東承擔。

有關A股末期股息之派發詳情公告將會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供A股股東
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啟宇

中國，上海
2020年6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啟宇先生、姚方先生及吳以芳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
徐曉亮先生、龔平先生及潘東輝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江憲先生、黃天祐博士、李
玲女士及湯谷良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