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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EXPRE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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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8） 

 

關於獨立董事公開徵集投票權的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獨立董事區勝勤受其他獨立董事的委託作為徵集人，就公司擬於2016年11月23日召開的

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及2016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

東會議審議的有關議案向本公司全體股東徵集投票權。 

 

一、徵集人的基本情況、對表決事項的表決意見及理由 

 

徵集人區勝勤為公司現任獨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對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

議審議的《關於審議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議案》、《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草

案）》、《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

以及《關於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下的關

連交易的議案》均投贊成票。 

 

二、本次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 會議召開的時間 

現場會議召開時間：2016年11月23日14點整開始依次召開 

網路投票起止時間：自2016年11月23日 

                  至2016年11月23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路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臺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及類別

股東會議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



 - 2 -

票平臺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召開當日的9:15-15:00。 

 

(二) 會議地點：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江蘇大廈裙樓2-4層本公司會議室 

 

(三) 會議議案 

1、 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1.00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 

1.01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1.02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及確定方法 

1.03 限制性股票的來源、數量和分配； 

1.04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解鎖期和禁售期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與解鎖條件 

1.06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1.07 限制性股票的會計處理 

1.08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施、授予及解鎖程序 

1.09 公司/激勵對象各自的權利義務 

1.10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1.11 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的調整及回購註銷的程序 

1.12 糾紛或爭端解決機制 

2 《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 

3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

議案 

4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下

的關連交易的議案 

5 關於委任本公司第七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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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關於委任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6.01 劉繼先生 

6.02 廖湘文先生 

6.03 陳元鈞先生 

 
2、 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1.00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 

1.01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1.02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及確定方法 

1.03 限制性股票的來源、數量和分配 

1.04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解鎖期和禁售期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與解鎖條件 

1.06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1.07 限制性股票的會計處理 

1.08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施、授予及解鎖程序 

1.09 公司/激勵對象各自的權利義務 

1.10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1.11 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的調整及回購註銷的程序 

1.12 糾紛或爭端解決機制 

2 《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 

3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

議案 

4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下

的關連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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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1.00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 

1.01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1.02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及確定方法 

1.03 限制性股票的來源、數量和分配 

1.04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解鎖期和禁售期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與解鎖條件 

1.06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1.07 限制性股票的會計處理 

1.08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施、授予及解鎖程序 

1.09 公司/激勵對象各自的權利義務 

1.10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1.11 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的調整及回購註銷的程序 

1.12 糾紛或爭端解決機制 

2 《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 

3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

議案 

4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下

的關連交易的議案 

 

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徵集人分別就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

會、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及2016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所審議的第1、2、3

和4項議案向本公司全體股東徵集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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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集方案 

 

(一) 徵集對象 

股權登記日（2016年10月21日）收市後登記在冊的公司股東（A股：在中國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並辦理了出席會議登記手續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二) 徵集時間 

本次公開徵集投票權的時間自2016年11月17日至2016年11月21日（上午9：00-12：00，下

午2：00-5：00） 

 

(三) 徵集程序 

1、 徵集對象決定委託徵集人投票的，應按本報告附件確定的格式和內容逐項填寫徵集投

票權授權委託書（就A股股東而言故僅提供中文版本）或隨股東通函所附股東代表委

任表格（就H股股東而言）。 

2、 委託人應向徵集人提供證明其股東身份、委託意思表示的文件清單，包括（但不限

於）： 

就A股股東而言： 

(1) 委託投票股東為法人股東的，其應提交法人營業執照複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證

明複印件、授權委託書原件、股東帳戶卡複印件； 

(2) 委託投票股東為個人股東的，其應提交本人身份證複印件、授權委託書原件、股

票帳戶卡複印件； 

(3) 授權委託書必須由委託人或其受託人正式以書面方式授權。如授權書由委託人的

受託人簽署，授權該受託人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公證人公證。 

就H股股東而言： 

H股股東請依據股東通函所附股東代表委任表格的指示填妥並簽署股東代表委任表

格。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必須由委託人或其受託人正式以書面方式授權。如股東代表委

任表格由委託人的受託人簽署，授權該受託人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公

證人公證。 

3、 向徵集人送達上述文件的方式 

就A股股東而言，送達授權委託書及相關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為：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江蘇大廈裙樓2-4層 

收件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處 

郵遞區號：518026 

電話：0755-8285 3339 

傳真：0755-8285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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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託投票股東的聯繫電話和聯繫人，並在顯

著位置標明「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 

就H股股東而言，送達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及相關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為：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鋪 

收件人：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電話：00852-2862 8555 

傳真：00852-2865 0990 

請將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託投票股東的聯繫電話和聯繫人，並在顯

著位置標明「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股東代表委任表格」。 

4、 律師事務所見證律師將對股東提交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進行形式審核。經審核確認有

效的授權委託將由見證律師提交徵集人。 

 

(四) 委託投票股東提交文件送達後，經審核，滿足以下全部條件的授權委託將被確認為有

效： 

1、 已按本報告書徵集程序要求將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及相關文件送達指定地

點； 

2、 在徵集時間內提交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及相關文件； 

3、 股東已按本報告書附件（就A股股東而言）或隨股東通函所附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就

H股股東而言）規定格式填寫並簽署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且授權內容明

確，提交相關文件完整、有效； 

4、 提交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及相關文件與股東名冊記載內容相符。 

 

(五) 股東將其對徵集事項投票權重複授權委託給徵集人，但其授權內容不相同的，股東最

後一次簽署的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為有效，無法判斷簽署時間的，以最後收到

的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為有效。 

 

(六) 股東將徵集事項投票權授權委託給徵集人後，股東可以親自或委託其他代理人出席會

議。 

 

(七) 經確認有效的授權委託出現下列情形的，徵集人可以按照以下辦法處理： 

1、 股東將徵集事項投票權授權委託給徵集人後，在股東大會舉行前24小時前以書面方式

明示撤銷對徵集人的授權委託，則徵集人將認定其對徵集人的授權委託自動失效； 

2、 股東將徵集事項投票權授權委託給徵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記並出席會議，且在現場會

議登記時間截止之前以書面方式明示撤銷對徵集人的授權委託的，則徵集人將認定其

對徵集人的授權委託自動失效；股東重複委託且授權內容不同的，以股東最後一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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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授權委託書為有效，無法判斷簽署時間的，以最後收到的授權委託書為有效； 

3、 股東應在提交的授權委託書/股東代表委任表格中明確其對徵集事項的投票指示，並

在同意、反對、棄權中選其一項，選擇一項以上或未選擇的，則徵集人將認定其授權

委託無效。 

 

 代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全體獨立董事 

 區勝勤 

 獨立董事 

 

中國，深圳，2016年9月28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行董事

兼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李景奇先生（非執行董事）、趙俊榮先生（非執行董

事）、謝日康先生（非執行董事）、張楊女士（非執行董事）、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林鉅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春元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陳濤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 

 

本公告原以中文編製，若中英文版有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本公告中文版本附有用於 2016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及 2016 年第二次 A 股類別股東會

議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該等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乃按照有關規定提供予 A 股股

東使用，僅提供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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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 

本人/本公司作為委託人確認，在簽署本授權委託書前已認真閱讀了徵集人為本次

徵集投票權製作並公告的《關於獨立董事公開徵集投票權的公告》、《深圳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

東會議及2016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的通知》及其他相關文件，對本次徵集投

票權等相關情況已充分瞭解。 

本人/本公司作為授權委託人，茲授權委託獨立董事區勝勤作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

人出席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按本授權委託

書指示對以下會議審議事項行使表決權。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00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    

1.01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1.02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及確定方法    

1.03 限制性股票的來源、數量和分配    

1.04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解鎖期和

禁售期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與解鎖條件    

1.06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1.07 限制性股票的會計處理    

1.08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施、授予及解鎖程序    

1.09 公司/激勵對象各自的權利義務    

1.10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1.11 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的調整及回購註銷的程序    

1.12 糾紛或爭端解決機制    

2 《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    

3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 
   

4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下的關連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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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委託人的授權指示以在「同意」、 「反對」、 「棄權」下面的方框中打「√」

為准，對同一事項，不得有多項授權指示；未填寫、填寫不規範或字跡不清晰

等視為棄權。 

2、 授權委託書複印或按以上格式自製均有效。 

3、 本項授權的有效期限：自簽署日至2016年11月23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結束時止。 

 

 

委託人姓名或名稱(簽名或蓋章)： 

委託股東身份證號碼或營業執照號碼： 

委託股東持股數： 

委託股東證券帳戶號：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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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 

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 

本人/本公司作為委託人確認，在簽署本授權委託書前已認真閱讀了徵集人為本次

徵集投票權製作並公告的《關於獨立董事公開徵集投票權的公告》、《深圳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

東會議及2016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的通知》及其他相關文件，對本次徵集投

票權等相關情況已充分瞭解。 

本人/本公司作為授權委託人，茲授權委託獨立董事區勝勤作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

人出席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按本授權委

託書指示對以下會議審議事項行使表決權。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00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    

1.01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1.02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及確定方法    

1.03 限制性股票的來源、數量和分配    

1.04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解鎖期和

禁售期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與解鎖條件    

1.06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1.07 限制性股票的會計處理    

1.08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施、授予及解鎖程序    

1.09 公司/激勵對象各自的權利義務    

1.10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1.11 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的調整及回購註銷的程序    

1.12 糾紛或爭端解決機制    

2 《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    

3 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 
   

4 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下的關連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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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委託人的授權指示以在「同意」、 「反對」、 「棄權」下面的方框中打「√」

為准，對同一事項，不得有多項授權指示；未填寫、填寫不規範或字跡不清晰

等視為棄權。 

2、 授權委託書複印或按以上格式自製均有效。 

3、 本項授權的有效期限：自簽署日至2016年11月23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結束時止。 

 

 

委託人姓名或名稱(簽名或蓋章)： 

委託股東身份證號碼或營業執照號碼： 

委託股東持股數： 

委託股東證券帳戶號： 

簽署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