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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及

類別會議的投票表決結果
及

派付末期股息

茲提述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六日刊發的通函（「通函」）。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的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以及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及H股
類別股東會議（「H股類別股東會議」）（統稱為「類別會議」）上，除考慮及批准建議修訂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特別決議案未獲H股持有人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外，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
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會議通告所載的其他所有獲提呈決議案均已獲本公司股東
（「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及
類別會議上進行投票表決的監票人。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5A)條，本公司謹此呈報，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會議由董事會主席
兼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主持。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魏家坤先生、趙素文女士及張敬雷
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趙素華女士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會議；執行董事張艷紅女

- 1 -



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永祐先生、陳樹文先生及劉言昭先生通過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及類別會議。

股東週年大會的結果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獲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數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考慮及批准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董事會報告
及本公司監事會報告；

93,757,256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69,327,256股
股份(99.87%)

447,500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447,500股
股份(0.05%)

692,358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692,358股
股份(0.08%)

2.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綜合經審核財務報表；

93,757,256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69,327,256股
股份(99.87%)

447,500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447,500股
股份(0.05%)

692,358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692,358股
股份(0.08%)

3.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潤
分派建議，以及有關宣派及派付末期股息；

94,897,114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70,467,114股
股份(100%)

零 零

4.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
決算報告及國際核數師報告；

93,757,256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69,327,256股
股份(99.87%)

447,500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447,500股
股份(0.05%)

692,358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692,358股
股份(0.08%)

5. 考慮及批准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及
監事的建議年度酬金；

94,897,114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70,467,114股
股份(100%)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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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6. 考慮及批准續聘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本公
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國內核數師，以及續
聘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本公司截至二零二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國際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他
們的酬金；及

94,449,614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70,019,614股
股份(99.95%)

447,500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447,500股
股份(0.05%)

零

7. 考慮及批准其他事項，如有。 15,232,103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790,802,103股
股份

(90.85%)

79,665,011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79,665,011股
股份

(9.15%)

零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8. 考慮及批准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36,245,090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11,815,090股
股份

(93.26%)

58,652,024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58,652,024股
股份

(6.74%)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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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9. 「動議：

(1) 在下列條件的規限下，授予董事會一項無條件及一般性授
權，以單獨或同時配發、發行及買賣本公司股本中的額外股
份（不論是內資股或H股），或就該等事項訂立或授予發售建
議、協議或購買權：

(a) 除董事會可能於有關期間內訂立或授予發售建議、協議
或購股權，而該發售建議、協議或購股權可能需要在有
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項授權外，該授權的效力不得超逾
有關期間；

(b) 由董事會根據該項授權配發、發行及買賣或有條件或無
條件同意配發、發行及買賣的內資股或H股股份面值總額
分別不得超過：

(i) 如為內資股，於通過本決議案日期已發行內資股總
面值的20%；及

(ii) 如為H股，於通過本決議案日期已發行H股總面值的
20%，兩個情況均以本決議案日期為準；及

(c) 董事會只會在符合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法及相關法律
法規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不時
經修訂者為準），並且在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及╱或其他有關的中國政府機關所有必要批准（如需要）
的情況下，方會行使上述授權項下的權力；及

15,578,603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791,148,603股
股份

(90.89%)

78,771,533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78,771,533股
股份

(9.05%)

546,978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546,978股
股份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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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2) 在董事會根據本決議案第(1)分段決議發行股份的規限下，授
權董事會：

(a) 批准、簽訂及作出或促使簽訂及作出所有其認為是與發
行該等新股有關的文件、契約和事宜，包括（但不限
於）：

(i) 釐定將予發行的股份類別及數目；

(ii) 釐定新股份的發行價格；

(iii) 釐定發售新股的開始和結束日期；

(iv) 釐定發售新股所得款項用途；

(v) 釐定將向現有股東發行新股的類別及數目（若適
用）；

(vi) 因行使該等權力而可能需要訂立或授予的發售建
議、協議及購股權；及

(vii) 若向本公司的股東提呈發售或配發股份，但因海外
法律或規例制定的禁止或規定，或因董事會認為合
適的某些其他原因，不包括居住在中國或中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香港」）以外地方的股東；

(b) 根據本決議案第(1)分段發行股份以按照實際新增股本增
加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向中國的有關機構註冊經增加的
資本，並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作出其認為合適的修改，
以反映本公司的新增註冊資本；及

(c) 於中國、香港及╱或向其他有關機關作出所有必需的存
檔及註冊以及採取任何其他所需的行動和辦理其他所需
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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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就本決議案而言：

「內資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可供中國投資
者以人民幣（「人民幣」）認購及繳足的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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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發生
者的日期為止的期間：

(a)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或

(b)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十二個月屆滿之日；或

(c)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或修改本決議
案所授予的授權之日。」

10. 「動議：

在下列條件的規限下，授予董事會一項一般性授權，以購回H股
股份：

(a) 在下文(b)及(c)段的規限下，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按照中國
政府或證券監管機關、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監管機構的一切適用法律、法規、規例
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在聯交所購回已發行的H
股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的批准，於有關期間經授權將予購回的H股股
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特別決議案獲通過當日已發行H
股股份面值總額的10%；

68,180,136股
H股

775,570,000股
內資股

總計：843,750,136股
股份

(96.93%)

26,170,000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26,170,000股
股份

(3.01%)

546,978股
H股
0股
內資股

總計：546,978股
股份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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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c) 上文(a)段的批准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為作實：

(i) 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或該等續會日
期（如適用））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及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五
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或該等續會日期（如適用））舉行的H
股類別股東會議及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的特別決
議案的條款與本段（惟本段第(c)(i)分段除外）所載決議案
的條款相同；及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及規例規定取得中國國
家外匯管理局及╱或任何其他監管機關所須的適當審
批；

(d) 在取得所有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批准購回該等H股的情況下，
授權董事會：

(i) 於上文(a)段所述本公司擬購回H股後，在董事會認為合
適的情況下就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作出相應修訂，藉以削
減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並反映本公司的新股本結構；及

(ii) 向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提交本公司經修訂的公司章程備
案，並根據中國相關政府或監管機關的一切適用法例、
法規、規例及╱或規定，向中國相關公司登記機關申請
辦理本公司註冊資本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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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就本決議案而言：

「內資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可供中國投資
者以人民幣認購及繳足的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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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發
生者的日期為止的期間：

(a)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或

(b)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十二個月屆滿之日；或

(c)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或H股股東或內資股股東於各自的
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或修改本決議案所授予
的授權之日。」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413,619,000股H股（即已發行H股總數）及780,770,000股內資股（即
已發行內資股總數）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分別就上述決議案投贊成票
或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就任何上述決議案放棄表決。因此，股
東持有的合共1,194,389,000股股份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上
述決議案。

概無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於會上放
棄投票贊成任何上述決議案，亦無股東於通函內表明其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上
述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

概無任何持有百分之五(5)或以上附帶權利於該會上投票的股份的股東於大會提出任何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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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親身或委任受委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持有的股份所附有一半
以上的投票權投票贊成上述各項普通決議案，及親身或委任受委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持有的股份所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權投票贊成上述各項特別決
議案，因此所有上述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的結果

於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上獲提呈的特別決議案的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考慮及批准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775,570,000股
內資股
（100%）

零 零

2. 「動議：

在下列條件的規限下，授予董事會一項一般性授權，以
購回H股股份：

(a) 在下文(b)及(c)段的規限下，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
按照中國政府或證券監管機關、聯交所或任何其他
政府或監管機構的一切適用法律、法規、規例
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在聯交所購回已
發行的H股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的批准，於有關期間經授權將予購回
的H股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特別決議案獲通
過當日已發行H股股份面值總額的10%；

775,570,000股
內資股
（100%）

零 零

- 9 -



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c) 上文(a)段的批准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為作實：

(i) 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或該
等續會日期（如適用））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及謹
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或該等
續會日期（如適用））舉行的H股類別股東會議及
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的特別決議案的條款
與本段（惟本段第(c)(i)分段除外）所載決議案的條
款相同；及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及規例規定取得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及╱或任何其他監管機關所
須的適當審批；

(d) 在取得所有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批准購回該等H股的情
況下，授權董事會：

(i) 於上文(a)段所述本公司擬購回H股後，在董事會
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就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作出相應
修訂，藉以削減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並反映本公
司的新股本結構；及

(ii) 向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提交本公司經修訂的公司章
程備案，並根據中國相關政府或監管機關的一切
適用法例、法規、規例及╱或規定，向中國相關
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辦理本公司註冊資本變更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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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就本決議案而言：

「內資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可供
中國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及繳足的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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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
中最早發生者的日期為止的期間：

(a)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時；或

(b)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十二個月屆滿之日；或

(c)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或H股股東或內資股股東於
各自的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或修改
本決議案所授予的授權之日。」

於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日期，780,770,000股內資股（即已發行內資股總數）賦予其持有人
權利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並就上述特別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概
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就上述特別決議案放棄表決。因此，股東持有的合共780,770,000
股內資股有權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上述特別決議案。

概無內資股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
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上述特別決議案，亦無股東於通函內表明其有意於內資股類別股東
會議上就上述特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

由於親身或委任受委代表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持有的內資股所
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權投票贊成上述特別決議案，上述特別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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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類別股東會議的結果

於H股類別股東會議上獲提呈的特別決議案的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考慮及批准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36,240,590股
H股

（38.19%）

58,652,024股
H股

（61.81%）

零

2. 「動議：

在下列條件的規限下，授予董事會一項一般性授權，以
購回H股股份：

(a) 在下文(b)及(c)段的規限下，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
按照中國政府或證券監管機關、聯交所或任何其他
政府或監管機構的一切適用法律、法規、規例
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在聯交所購回已
發行的H股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的批准，於有關期間經授權將予購回
的H股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特別決議案獲通
過當日已發行H股股份面值總額的10%；

(c) 上文(a)段的批准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為作實：

(i) 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或該
等續會日期（如適用））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及謹
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或該等
續會日期（如適用））舉行的H股類別股東會議及
內資股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的特別決議案的條款
與本段（惟本段第(c)(i)分段除外）所載決議案的條
款相同；及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及規例規定取得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及╱或任何其他監管機關所
須的適當審批；

68,175,636股
H股

（71.85%）

26,170,000股
H股

（27.58%）

546,978股
H股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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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d) 在取得所有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批准購回該等H股的情
況下，授權董事會：

(i) 於上文(a)段所述本公司擬購回H股後，在董事會
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就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作出相應
修訂，藉以削減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並反映本公
司的新股本結構；及

(ii) 向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提交本公司經修訂的公司章
程備案，並根據中國相關政府或監管機關的一切
適用法例、法規、規例及╱或規定，向中國相關
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辦理本公司註冊資本變更登
記。

就本決議案而言：

「內資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可供
中國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及繳足的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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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
中最早發生者的日期為止的期間：

(a)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時；或

(b) 在本決議案通過後十二個月屆滿之日；或

(c)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或H股股東或內資股股東於
各自的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或修改
本決議案所授予的授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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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H股類別股東會議日期，413,619,000股H股（即已發行H股總數）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
H股類別股東會議，並就上述特別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概無股東根據上
市規則須就上述特別決議案放棄表決。因此，股東持有的合共413,619,000股H股有權出席
H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上述特別決議案。

概無H股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議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於會上
放棄投票贊成上述特別決議案，亦無股東於通函內表明其有意於H股類別股東會議上就上
述特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

由於親身或委任受委代表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持有的H股所附有的
投票權不足三分之二投票贊成上述特別決議案1，上述特別決議案1未獲正式通過。

由於親身或委任受委代表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持有的H股所附有的
投票權三分之二以上投票贊成上述特別決議案2，上述特別決議案2已獲正式通過。

派付末期股息

董事會亦謹此通知股東以下有關派付末期股息的詳情：

本公司將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8元（含稅），
並將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
東。應付H股持有人的股息將按以下公式以港元支付：

以港元計算的每股H股末期股息 = 以人民幣計算的每股末期股息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包括該日）前五個工作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佈人民幣兌港元的中間價的平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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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會向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收款代理」）支付宣派予H股持有人的末期股
息。該等末期股息將由收款代理支付，並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由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普通郵遞方式郵寄予有權收取該等末期股息的H股持有人，而郵
遞風險由H股持有人自負。

承董事會命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紅霞女士

中國，山東省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張艷紅女士、
魏家坤先生、趙素文女士及張敬雷先生，非執行董事趙素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永祐先生、陳樹文先生及劉言昭先生。

* 僅供識別。本公司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在香港以「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之英文名稱及本公司中文名稱註冊為一間非香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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