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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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6） 

 

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二）舉行之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委任第八屆董事會及第八屆監事會成員； 

委任第八屆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委員； 

選舉董事長及監事長； 

及派發末期股息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北京市豐台區南三環中路20號舉行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載之所有決議案均獲正

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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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決議案之投票結果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

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  

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及 

占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考慮並酌情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739,543,170 

99.61% 

2,920,255 

0.39%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考慮並酌情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報告。 

739,543,170 

99.61% 

2,920,255 

0.39%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考慮並酌情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報告。 

739,543,170 

99.61% 

2,920,255 

0.39%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4 考慮並酌情批准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6

元（含稅）之方案。 

742,463,425 

100.00% 

0 

0%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5 考慮並酌情批准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

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境外

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742,463,425 

100.00% 

0 

0%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6 考慮並酌情批准續聘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境內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742,463,425 

100.00% 

0 

0%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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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及 

占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7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顧海鷗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

事會之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事

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06,585,001 

95.17% 

35,878,424 

4.83%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8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王煜煒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

事會之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事

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9,270,425 

99.57% 

3,193,000 

0.43%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9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房家志女士為本公司第八屆董

事會之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事

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9,270,425 

99.57% 

3,193,000 

0.43%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0 考慮並酌情批准委任金濤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會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事

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9,161,425 

99.56% 

3,302,000 

0.44%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1 考慮並酌情批准委任馬觀宇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

事會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

事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9,161,425 

99.56% 

3,302,000 

0.44%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2 考慮並酌情批准委任吳倩女士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會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事

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9,161,425 

99.56% 

3,302,000 

0.44%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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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及 

占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3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丁良輝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會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

董事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681,069,857 

91.73% 

61,393,568 

8.27%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4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陳清霞女士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會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

董事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9,937,425 

99.66% 

2,526,000 

0.34%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5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詹原競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會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

董事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32,991,425 

98.72% 

9,472,000 

1.28%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6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蘇莉女士為本公司第八屆監事會

之股東代表監事及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事

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41,879,425 

99.92% 

584,000 

0.08%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7 考慮並酌情批准重選吳以鋼先生為本公司第八屆監事

會之股東代表監事及監事會建議的其薪酬；並授權董

事會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42,463,425 

100.00% 

0 

0%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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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及 

占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8 考慮並酌情批准監事會建議的李元紅先生擔任本公司

第八屆監事會之職工代表監事之薪酬；並授權董事會

與其訂立服務合約。 

742,463,425 

100.00% 

0 

0%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9 考慮並酌情批准修訂本公司之董事會議事規則。 654,782,814 

88.19% 

87,680,611 

11.81%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目（股）及 

占總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20 考慮並酌情批准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性授權，以發行、

配發及處理(1)不超過已發行內資股20%之額外內資

股；及(2)不超過已發行H股20%之額外H股，並授權董

事會酌情對本公司之公司章程作出相應修訂，以反映

於配發及發行該等股份後之新股本架構。 

679,391,711 

91.51% 

63,071,714 

8.49% 

由於贊成本決議案之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故該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280,784,000股。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並就所提呈決議案表決贊成或反對之本公司股份總數為1,280,784,000

股。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該決議案放棄表決。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但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於會上放棄表決贊成該決議案。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股東及授權代表合共持有742,463,425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的57.97%）。股東週年大會的舉行符合中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規定。股東週年大

會由董事長顧海鷗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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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

道」）擔任股東週年大會負責點票的監票人。作為監票人，羅兵咸永道的工作只限於應

本公司要求執行若干程序，以複查本公司編制的投票結果概要是否與由本公司收集並向

羅兵咸永道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羅兵咸永道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準則或香港鑒證準則執行的鑒證業務，羅兵咸永道亦

不會就與法律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發出任何鑒證或提出任何建議。 

委任第八屆董事會及第八屆監事會成員 

 

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董事會欣然宣佈，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起，(i) 顧海

鷗先生、王煜煒先生及房家志女士分別獲委任為第八屆董事會執行董事；金濤先生、馬

觀宇先生、吳倩女士分別獲委任為第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ii) 丁良輝先生、陳清霞

女士、詹原競先生分別獲委任為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董事會欣然宣佈，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起，蘇莉女士

及吳以鋼先生分別獲委任為第八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同時，經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

十日舉行的職工代表團（組）長聯席會批准，李元紅先生獲委任為第八屆監事會職工代

表監事，該項委任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起生效。 

 

委任第八屆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委員 

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決議委任第八屆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主席及成員如下： 

 

審核委員會 

 

成員：丁良輝先生（委員會主席）、陳清霞女士及詹原競先生 

 

提名委員會 

 

成員：顧海鷗先生（委員會主席）、陳清霞女士及詹原競先生 

 

薪酬委員會 

 

成員：詹原競先生（委員會主席）、顧海鷗先生及丁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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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與規劃委員會 

 

成員：顧海鷗先生（委員會主席）、王煜煒先生、丁良輝先生、陳清霞女士及詹原競先

生 

 

選舉董事長及監事長 

 

董事會欣然宣佈，第八屆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決議選舉顧海鷗先生擔任本公司

董事長。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第八屆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決議選舉蘇莉女士擔任本公司

監事長。 

派發末期股息 

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星期四）向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6元（相當於港幣0.194464元）（含稅）。支付

予H股股東之股息將會以港幣支付，人民幣和港幣匯率比價按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日前

五個交易日中國人民銀行所公佈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之平均值確定（人民幣0.822776元

兌港幣1.00元）。  

 

對於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通過深港通持有本公司H股的股東除

外），本公司向其分派末期股息時，將根據國家稅務總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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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0%的稅率預扣企業所得稅。以非個人登記股東名義登記（包括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名人、信託人或其他團體及機構）的股份，將視為

由非居民企業股東持有，因此應收股息須預扣企業所得稅。 

 

對於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個人股東（通過深港通持有本公司H股的股東除外），

本公司向其分派末期股息時，將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

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的規定，一般預扣10%的末

期股息作為個人所得稅，除非相關稅務法規、稅收協議或上述通知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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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通過深港通持有本公司H股的個人股東或證券投資基金，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

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五日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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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本公司向其分

派末期股息時，將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提供的股東名冊，按照20%的稅

率代扣個人所得稅。 

 

本公司將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香港的付款代理人。有關H股支票將

由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簽發，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

（星期四）向H股股東支付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支票將於該日以平

郵方式寄予有權收取的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顧海鷗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行董事顧海鷗先生、王煜煒先生及房家志女士；非執行董

事金濤先生、馬觀宇先生及吳倩女士；獨立非執行董事丁良輝先生、陳清霞女士及詹原

競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