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荊花香十五載 黔港合作創未來
15年前的7月1日零時，一個全球目光匯聚的時刻，一個億萬國人感動的瞬

間。在香港灣仔會展中心新翼五樓大會堂，在雄壯激昂的國歌聲中，鮮艷的五星
紅旗與紫荊花區旗，相伴冉冉升起。分離一個半世紀後，香港終於重回祖國懷
抱。時光荏苒，東方明珠櫛風沐雨，始終光彩依然。

2012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15周年紀念日。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省長趙
克志代表貴州省委省政府，代表貴州省各族人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表示祝賀，對
香港人民送上最深切的祝福，祝願黔港情誼如美酒佳釀，歷久彌新，隨時間越久
越醇。 本報記者 汪仕英 勞莉 杜錦霞

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省長趙克志在六盤水觀摩老鷹山煤化工

2012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簽約儀式現場

美麗的田園風光

開放發展 力趕超
2012 年，對貴州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貴州

奮進的鼓點越發激越鏗鏘。在這個實施 「十二五」規
劃的關鍵一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 「穩中求
進」、 「提速轉型」作為全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總
目標，努力實現經濟發展 「穩中求快、快中保好，能
快則快、又好又快」。力爭在 「十二五」期間保持增
長的均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努力創造一個高於
過去、高於西部、高於全國的 「貴州速度」。

貴州省委省政府還將 2012 年定為 「改革開放
年」。在6月19日貴州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改革開

放工作會議中強調，改革開放是推動發展成本最低、
動力最足、效果最好、作用最持久的辦法，要以更大
決心和勇氣，努力實現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開放
的新突破，真正做到以改革促發展、以開放促開發，
全面推進貴州省各項事業向前發展，以優異成績迎接
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在會上指出，今年是鄧小平
同志南巡講話 20 週年，也是貴州省改革發展的關鍵
一年。實現貴州省發展目標，根本動力是改革開放，
不深化改革開放，體制機制束縛就難以打破；不深化
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就難以發展；不深化改革開放，
社會矛盾就難以化解；不深化改革開放，各項工作都

難以推進。一定要站在全省科學發展、後發趕超、同
步小康的戰略高度，推進改革開放實現新突破，以改
革開放成效促進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
展。

開放帶來機遇，大開放才會有大項目大發展。
2010 年底， 「貴州省與中央企業投資發展懇談

會暨投資項目簽約儀式」在北京舉行，108家央企參
加簽約儀式，共簽約項目 47 個，投資總額 2929 億
元。

2011 年，貴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率團，在
香港、廣州、深圳、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多個
城市連續舉辦招商項目推介洽談會，加大招商引資力
度。

這一年，貴州還成功舉辦了 2011 生態文明貴陽
會議、首屆中國（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暨 2011 中
國‧貴陽投資貿易洽談會和全國民營企業助推貴州發
展大會。

2011 年，貴州引進省外到位資金 2500 億元，增
長 152%。僅前三季度，貴州省就有在建項目 13195
個，同比增長 20.1%。其中本年新開工項目 10588
個，增長41.6%。

黔港合作 共創繁榮
香港，作為貴州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的重要平

台，在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國發2號文件的強力助推
下，貴州招商引資展現出海納百川的誠意。隨着黔港
兩地多渠道、多領域、多方位的廣泛交流與深化合

作，貴州的能源資源優勢與香港巨大的資本市場和信
息技術優勢完美結合，形成互利共贏的良好態勢。開
放的新貴州借助香港這一重要平台，頻頻向外界展示
美麗的山水、富饒的資源、開放的環境、好客的人

民，誠邀四海賓朋齊聚貴州，共創繁榮。
一年前，在香港各界的鼎力支持下，貴州在香港

成功舉辦第一屆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黔港合
作實現歷史性突破。

一年來，華潤集團、香港鴻基偉業、嘉里集團、
招商證券等一批大集團、知名企業相繼落戶貴州，目
前簽約投資項目開工率達到70%以上。

一年後，貴州準備充足再次赴港招商，本屆招商
引資活動簽約投資項目 82 個，金額 165.18 億美元；
貿易項目 91 個，金額 115.88 億美元。其中，集中簽
約投資項目 19 個，金額 65.53 億美元；貿易項目 10
個，金額 60.2 億美元；外經項目 1 個，金額 1923.51
萬美元；合作框架協議1個，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黔港近年來一直保持着非常緊密的經貿合作關
係。資料顯示，截至 2012 年第一季度，港商在貴州
累計投資項目接近700個，貴州實際利用港資接近10
億美元。自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貴州經濟社會
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在今年的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
動周中，貴州省旅遊局和香港旅遊發展局簽訂了合作
備忘錄。香港有豐富的旅遊推廣和管理經驗，相信兩
地在旅遊業的合作將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國發2號
文件提出了貴州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引進第
三方物流企業，積極發展證券業、保險業和會展業。
物流、金融和會展等服務行業正好是香港的優勢產
業，具有大量的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經驗，香港服務業
會發揮獨特作用，促進貴州服務業發展，達到互惠雙
贏。貴陽到香港的直航已於今年6月5日正式開通。
希望隨着航班的開通，兩地的經貿交流合作能得到進
一步發展。

「如今奮進的新貴州，迎來了發展的新機遇。」
曾經到過貴州的本報副社長馮仲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說，善良勤勞的貴州人，在國發2號文件的助推下，
一定會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貴陽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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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會議决議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對公告的
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會議， 於 2012 年 6 月
28日 （星期四） 在康佳集團辦公樓會議室以現場會議結合電話會議的方式
召開。 本次會議通知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 書面及傳真方式送
達全體董事及全體監事。 會議應到董事 7 名， 實到董事 6 名， 董事王曉雯
女士因公出差， 未能出席會議， 委托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代爲出席並表
决。 獨立董事楊海英女士、 張忠先生、 馮羽濤先生以電話會議的方式參加
會議， 其餘董事參加現場會議。 監事會全體成員和部分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列席了會議， 會議由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主持。 會議符合 《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會議經過充分討論， 審議並通過
了以下决議:

一、 以 7票同意， 0票弃權， 0 票反對審議並通過了 《關於認真貫徹落
實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工作方案》 。

二、 以 7票同意， 0票弃權， 0 票反對審議並通過了 《關於股東回報規
劃事宜的論證報告》 。

三、 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權 ， 0 票反對審議並通過了 《未來三年
（2012-2014年） 股東回報規劃》 。

四、 以 7票同意， 0票弃權， 0 票反對審議並通過了 《關於修改公司章
程有關條款的議案》 。

爲完善康佳集團的分紅决策機制和監督機制， 積極回報股東， 根據中
國證監會 《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 （證監發
〔2012〕 37 號） 和深圳證監局 《關於認真貫徹落實<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
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有關要求的通知》 （深證局公司字 〔2012〕 43
號） 的精神， 會議决定對公司 《章程》 第一百七十五條“公司利潤分配政
策” 相關內容進行修改， 具體如下：

原第一百七十五條爲：
第一百七十五條 公司利潤分配政策爲：
公司利潤分配應當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 公司可以采取現金

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公司現金流滿足公司正常經營和長期發展的前
提下， 公司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
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三十， 具體分紅比例由公司董事局根據中國證監會
的有關規定和公司經營情况擬定， 由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决定。

公司交納所得稅後的利潤， 按下列順序分配：
（一） 彌補上一年度的虧損；
（二） 提取法定公積金百分之十；
（三） 提取任意公積金；
（四） 支付股東股利。
公司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爲公司註册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可以不

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積金後， 是否提取任意公積金由股東大會决定。 公司
不得在彌補公司虧損和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向股東分配利潤。

公司在分配股利時， 所依據的稅後可分配利潤根據下列兩個數據按孰
低原則確定：

（一） 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表中的累
計稅後可分配利潤數；

（二） 以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 已審計的財務報表爲基礎， 按照國際會
計準則調整的財務報表中的累計稅後可分配利潤數。

公司董事局未做出現金利潤分配預案的， 應當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原
因； 公司最近三年未進行現金利潤分配的， 董事局應當對此作出說明。

修改爲：
第一百七十五條 公司利潤分配政策爲：
（一） 公司遵循重視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和有利於公司長遠發展的原

則， 可以采用現金、 股票、 現金與股票相結合或者法律、 法規允許的其他
方式分配利潤。

（二） 公司擬實施現金分紅時應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1、 當年度盈利。
2、 審計機構對公司的該年度財務報告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

報告。
（三） 公司交納所得稅後的利潤， 按下列順序分配：
1、 彌補上一年度的虧損；
2、 提取法定公積金百分之十；
3、 提取任意公積金；
4、 支付股東股利。
公司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爲公司註册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可以不

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積金後， 是否提取任意公積金由股東大會决定。 公司
不得在彌補公司虧損和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向股東分配利潤。

（四） 公司在分配股利時， 所依據的稅後可分配利潤根據下列兩個數據
按孰低原則確定：

1、 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表中的累計
稅後可分配利潤數；

2、 以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 已審計的財務報表爲基礎， 按照國際會計
準則調整的財務報表中的累計稅後可分配利潤數。

（五） 在公司現金流滿足公司正常經營和長期發展的前提下， 公司最近
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
百分之三十； 在確保現金利潤分配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
分配方式進行利潤分配； 公司年度利潤分配金額不得超過公司當年末累計
未分配利潤， 不得損害公司持續經營能力。

（六） 在滿足上述現金分紅條件情况下， 公司將積極采取現金方式分配
股利， 原則上每年度進行一次現金分紅， 公司董事局可以根據公司盈利情
况及資金需求狀况提議公司進行中期現金分紅。

（七） 公司可以根據累計可供分配利潤、 公積金及現金流狀况， 在保證
最低現金分紅比例和公司股本規模合理的前提下， 爲保持股本擴張與業績
增長相適應， 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進行利潤分配。

（八） 公司每年利潤分配預案由公司董事局結合公司章程的規定、 盈利
情况、 資金需求和股東回報規劃提出、 擬定， 經董事局會議審議通過後提
交股東大會批准； 獨立董事應對利潤分配預案獨立發表意見。

（九） 董事局會議審議現金分紅具體方案時， 應當認真研究和論證公司
現金分紅的時機、 條件和最低比例、 調整的條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
宜， 獨立董事應當發表明確意見。

（十） 股東大會對現金分紅具體方案進行審議時， 應當通過多種渠道主
動與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通和交流， 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
求， 並及時答復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十一） 董事局在决策和形成利潤分配預案時， 要詳細記錄參會董事的
發言要點、 獨立董事意見、 董事局投票表决情况等內容， 並形成書面記錄
作爲公司檔案妥善保存。

（十二）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局未提出現金分紅預案的， 董事局需提交
詳細的情况說明， 包括未分紅的原因、 未用於分紅的資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和使用計劃， 並由獨立董事對利潤分配預案發表獨立意見並公開披露； 董
事局會議審議通過後提交股東大會通過現場及網絡投票的方式審議批准，
並由董事局向股東大會做出情况說明。

（十三） 公司應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利潤分配預案和現
金分紅政策執行情况。 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現金分紅預案， 應在年報
中詳細說明未分紅的原因、 未用於分紅的資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計
劃。

（十四） 公司根據生産經營情况、 投資規劃和長期發展的需要確需調整
或者變更利潤分配政策和股東分紅回報規劃的， 應當滿足公司章程規定的
條件， 經過詳細論證後， 履行相應的决策程序， 並經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
所持表决權的 2/3 以上通過， 調整後的利潤分配政策不得違反相關法律法
規、 規範性文件、 章程的有關規定。

五、 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權， 0 票反對審議並通過了 《關於召開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

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規和規範性
文件的要求， 結合公司實際， 會議决定本公司於 2012 年 8 月 17 日 （星期
五） 下午 14:30 時以現場會議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 2012 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現場會議地址爲中國深圳康佳集團辦公樓一樓會議
室， 審議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有關條款的議案》 及其他議案。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决議公告三和决議公告
四中的議案還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關於認真貫徹落實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工作方案》 、 《關於股東回報規
劃事宜的論證報告》 、 《未來三年 （2012-2014年） 股東回報規劃》 的詳細
內容請查閱本公司於 2012年 6月 30日在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上
的相關公告。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證券簡稱： 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編號： 2012-23
證券代碼： 000016、 200016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 準確和完

整， 公告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 召開會議基本情况
（一） 股東大會届次：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 召集人：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經本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第二十九次會議研究， 决定召開本次股東大會。
（三） 會議召開的合法、 合規性： 本次股東大會由本公司董事局負責召

集， 公司董事局認爲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 部門規
章、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無需相關部門批
准或履行必要程序。

（四） 會議召開日期和時間：
現場會議召開日期、 時間： 2012年 8月 17日 （星期五） 下午 14:30。
網絡投票時間： 2012年 8月 16日-2012年 8月 17日。
其中：
1、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間爲 2012 年 8

月 17日上午 9: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
2、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的具體時間爲： 2012 年 8 月 16 日

15:00 至 2012年 8月 17日 15:00期間的任意時間。
（五） 會議召開方式： 本次會議采取現場會議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

方式。 本公司將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
wltp.cninfo.com.cn） 向全體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東可以在
上述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决權。

（六） 出席對象：
1、 截至 2012 年 8 月 9 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册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上述本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
席股東大會， 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决， 該股東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東。

2、 本公司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 本公司聘請的律師， 邀請的其他嘉賓和同意列席的相關人員。
（七） 現場會議地點： 中國深圳康佳集團辦公樓一樓會議室。
（八） 參加會議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選擇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中的一

種表决方式， 表决結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結果爲准。
二、 會議審議事項
（一） 會議審議事項的合法性和完備性。
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局召集， 審議事項屬於公司股東大會職權範

圍， 已經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股東大會符合
《公司法》 等法律、 行政法規和 《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審議事項合法、
完備。

（二） 提案名稱：
1、 審議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有關條款的議案》 （需以特別决議審議

通過） 。
2、 審議 《未來三年 （2012-2014 年） 股東回報規劃》 （需以特別决議

審議通過） 。
（三） 披露情况： 上述議案詳細內容見本公司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在

《中國證券報》 、 《證券時報》 、 《上海證券報》 、 香港 《大公報》 和巨潮
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關文件。

三、 現場股東大會會議登記方法
（一） 登記方式：
1、 個人股東親自出席會議的， 應當出示本人身份證或其他能够表明身

份的有效證件或證明、 股票賬戶卡、 股東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憑證， 憑上述
文件辦理登記； 委托代理人出席會議的， 代理人應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
件、 股東授權委托書、 授權股東本人的身份證件複印件、 授權股東的股票
賬戶卡、 股東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憑證， 憑上述文件辦理登記。

2、 法人股東應由法定代表人 （境外機構爲主要負責人） 或者法定代表
人 （境外機構爲主要負責人） 委托的代理人出席會議。 法定代表人 （境外
機構爲主要負責人） 出席會議的， 應出示本人身份證、 能證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資格的有效證明 （國內法人股東需要） ， 委托代理人出席會議的，
代理人應出示本人身份證、 法人股東單位依法出具的書面授權委托書。

3、 异地股東可通過信函或傳真的方式進行登記。
（二） 登記時間： 2012年 8月 16日起至 8月 17 日會議召開時主持人宣

佈停止會議登記止。
（三） 登記地點： 中國深圳華僑城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

書處。
四、 參與網絡投票的股東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序
本次股東大會向股東提供網絡投票平台， 股東可以通過深交所交易系

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wltp.cninfo.com.cn） 參加投票， 網絡投票程序如
下：

（一） 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碼： 360016；
2、 投票簡稱： 康佳投票；
3、 投票時間：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間

爲 2012年 8月 17日上午 9: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
4、 在投票當日， “康佳投票” “昨日收盤價” 顯示的數字爲本次臨時

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總數。
5、 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操作程序
投票期間， 交易系統將挂牌一隻投票證券， 股東以申報買入委托的方

式對表决事項進行投票：
（1） 在進行投票時買賣方向應選擇買入， 具體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016 康佳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2） 股東投票的具體程序
A．輸入買入指令；
B．輸入證券代碼 360016；
C．在“買入價格” 項下填報股東大會對應申報價格， 1.00 元代表議案

1， 2.00元代表議案 2。 本次股東大會所有議案對應的申報價格爲：
表决事項 對應申報價格

總議案 表示對以下議案一至議案二所有議案統一表决 100.00
1 《關于修改公司章程有關條款的議案》 1.00
2 《未來三年 （2012-2014年） 股東回報規劃》 2.00
註： 爲便於股東在交易系統中對股東大會所有議案統一投票， 增加一

個“總議案” ， 對應的委托價格爲 100.00 元； 股東對“總議案” 進行投票
視爲對股東大會需審議的所有議案表達相同意見； 股東對“總議案” 和各
議案都進行了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爲准。

D．在“委托股數” 項下填報表决意見
1股代表同意， 2股代表反對， 3股代表弃權。

表决意見種類 同意 反對 弃權
對應的申報股數 1股 2股 3股
E．確認投票委托完成
（3） 計票規則
A、 股東通過網絡投票系統重複投票的，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爲准。
即如果股東先對一項或多項議案投票表决， 再對總議案投票表决， 則

以先投票的一項或多項議案的表决意見爲准， 其他未表决的議案以總議案
的表决意見爲准； 如果股東先對總議案進行投票表决， 再對一項或多項議
案進行表决， 則以總議案的表决爲准。

B、 對同一表决事項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 不能撤單； 不符合上述規定
的投票申報無效， 深交所交易系統作自動撤單處理。

C、 同一表决權既通過交易系統又通過互聯網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爲
准。

D、 如需查詢投票結果， 請於投票當日下午 18:00 以後登錄深圳證券交
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wltp.cninfo.com.cn） ， 點擊“投票查詢” 功
能， 可以查看個人網絡投票結果， 或通過投票委托的證券公司營業部查
詢。

（4） 投票舉例
A．股權登記日持有深康佳 A 股、 B 股的投資者， 對公司全部議案投同

意票， 其申報如下：
股票代碼 買賣方向 申報價格 申報股數
360016 買入 100.00 1股

B．如果股東對議案一、 議案二投贊成票， 申報順序如下：
股票代碼 買賣方向 申報價格 申報股數
360016 買入 1.00 1股
360016 買入 2.00 1股

C．如果股東對議案一、 議案二投反對票， 申報順序如下：
股票代碼 買賣方向 申報價格 申報股數
360016 買入 1.00 2股
360016 買入 2.00 2股

（二） 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程序
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 需按照 《深交所投資者網絡

服務身份認證業務實施細則》 的規定， 登陸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
統 （http://wltp.cninfo.com.cn） ， 通過身份認證後進行網絡投票。

1、 股東獲得身份認證的具體流程
按照 《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證業務實施細則》 的規

定， 股東可以采用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的方式進行身份認證。
（1） 申請服務密碼的流程
登陸網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碼服務專區” ； 填寫“姓

名” 、 “證券賬戶號” 、 “身份證號” 等資料， 設置 6-8 位的服務密碼；
如申請成功系統會返回一個 4位數字的激活校驗碼。

（2） 激活服務密碼
股東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比照買入股票的方式， 憑藉“激活校驗碼”

激活服務密碼。 該服務密碼通過交易系統激活成功後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
務密碼激活後長期有效， 在參加其他網絡投票時不必重新激活。 密碼激活
後如遺失可通過交易系統挂失， 挂失後可重新申請， 挂失方法與激活方法
類似。

（3） 申請數字證書
可向深圳證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發證機構申請。 具體操作參見

深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wltp.cninfo.com.cn） “證書服務” 欄目。
2、 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登錄網址 http://wltp.cninfo.com.cn

進行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
（1） 登錄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列表” 選擇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 ；
（2） 進入後點擊“投票登錄” ， 選擇“用戶名密碼登陸， 輸入您的

“證券賬號” 和“服務密碼” ； 已申領數字證書的投資者可選擇 CA 證書登
錄；

（3） 進入後點擊“投票表决” ， 根據網頁提示進行相應操作；
（4） 確認並發送投票結果。
3、 投資者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起止時

間爲 2012年 8月 16日 15： 00至 2012年 8月 17日 15： 00的任意時間。
4、 投票註意事項
（1） 網絡投票不能撤單；
（2） 對同一表决事項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 多次申報的以第一次申報

爲准；
（3） 同一表决權既通過交易系統又通過互聯網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

爲准；
（4） 如需查詢投票結果， 請於投票當日下午 18： 00 後登陸深圳證券交

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wltp.cninfo.com.cn） ， 點擊 “投票查詢” 功
能， 可以查看個人網絡投票結果， 或在投票委托的證券公司營業部查詢。

五、 其它事項
1、 會議聯繫方式：
電 話： （0755） 26601139、 （0755） 61368867
傳 真： （0755） 26601139
聯繫人： 吳勇軍、 孟煉
郵 編： 518053
2、 會期半天， 與會人員的住宿及交通費用自理。
六、 備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會議决議及公告文件；
2、 其他有關文件。
七、 授權委托書

授權委托書
茲委托 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單位） 出席康佳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特授權如下：
一、 該代理人有表决權 □ /無表决權 □；
二、 該表决權具體指示如下：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弃權
《關于修改公司章程有關條款的議案》
《未來三年 （2012-2014年） 股東回報規劃》

三、 本人（本單位） 對上述審議事項中未作具體指示的， 代理人有權 □ /
無權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簽名： 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東帳號： 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數： A/B股 __________股
委托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生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簽名： 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
註： 1、 委托人應在授權委托書中同意的相應空格內劃“√” ；

2、 授權委托書僅供參考, 剪報及複印均有效,股東也可另行出具授
權委托 書； 委托人爲法人股東的， 應加蓋法人單位印章。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證券簡稱： 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編號： 2012-24
證券代碼： 000016、 200016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分紅派息方案實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準確、 完整， 沒
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 2011 年度分紅派息方案已獲本公司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召開的
2011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現將分紅派息方案實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 分紅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度分紅派息方案爲： 以 2011 年末總股本 1,203,972,704

股爲基數， 向全體股東按每 10 股派發現金紅利 0.1 元 （含稅） ， 共計分配
股利 12,039,727.04 元， 剩餘未分配利潤結轉以後年度進行分配。 扣稅後，
A 股個人、 證券投資基金、 QFII、 RQFII 實際每 10 股派現金人民幣 0.09
元； 而對於 QFII、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業， 本公司未代扣代繳所得
稅， 需由納稅人在所得發生地繳納； B 股個人股東和非居民企業扣稅後實
際每 10股派現金人民幣 0.09元。

特別說明： 由於本公司爲中外合資企業， 境外個人股東可暫免繳納紅
利所得稅。

B 股現金股息以本公司股東大會决議日後第一個工作日 （2012 年 6 月
18 日）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中間價 （1 港幣＝0.8120
人民幣） 折合港幣兌付。

二、 股權登記日及除息日
1、 A股股權登記日爲 2012年 7月 6日， 除息日爲 2012年 7月 9日；
2、 B股最後交易日爲 2012年 7月 6日， 除息日爲 2012年 7月 9日， B

股股權登記日爲 2012年 7月 11日。
三、 分紅派息對象
1、 截止 2012 年 7 月 6 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後， 在中國證券登

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册的本公司 A股股東；
2、 截止 2012年 7月 11日 （最後交易日 2012年 7月 6日） 下午深圳證

券交易所收市後， 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册
的本公司 B股股東。

四、 分紅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東現金紅利將於

2012 年 7 月 9 日通過股東托管證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機構） 直接劃入其資
金賬戶。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於 2012年 7月 11日通過股東托管證券公司或托管
銀行直接劃入其資金賬戶。 如果 B 股股東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辦理股份轉
托管的， 其現金紅利仍在原托管證券公司或托管銀行處領取。

2、 以下 A股股份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自行派發：
序號 股東賬號 股東名稱
1 08xxxxx845 華僑城集團公司

五、 其他說明事項
1、 A股股東中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以及 B 股股東中的非居民企業若

需要提供完稅證明的， 請於 2012 年 7 月 31 日 （含當日） 前與公司聯繫，
並提供稅務局要求的相關材料以便本公司向中國稅務機關申請。

2、 如果 A股和 B股有關股東向本公司提供中國稅務機關批復的享受協
定待遇或其他免稅等優惠政策的證明文件 （上述證明文件原件或複印件加
蓋公章） ， 請最晚於 2012 年 7 月 31 日 （含當日） 前與本公司聯繫， 本公
司將按照相關認定文件協助向主管稅務機關就本次分紅派息申請享受協定
待遇或相應的優惠政策。

六、 咨詢機構
咨詢地址： 深圳市南山區華僑城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書處
咨詢聯繫人： 吳勇軍、 孟煉
咨詢電話： 0755-26601139， 0755-61368867
傳真電話： 0755-26601139
七、 備查文件
1．公司 2011年年度股東大會决議。
2．登記公司確認有關權益分派具體時間安排的文件。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