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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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就本公司任何證券的購買或提
呈出售、處置、收購、購買、承購或認購作出的邀請。本公告及當中所載任何內容概不
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的依據。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

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及
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及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已於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舉行，而於各個大會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已經以投票表決方式
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1. 緒言

茲提述 (a)上海大生農業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
月十二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發行公司債券；(b)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認購事項、配售及建議修訂
章程；(c)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補
充認購協議及補充配售協議；(d)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之通函（「通
函」）；(e)向股東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
別大會通告」）；(f)向H股股東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之H股持有人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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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通告（「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及 (g)向內資股股東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五日之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界定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座中國上海浦東新區
富城路99號震旦大廈35層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通
告所載之特別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就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第1至3項決議案而
言）以及股東（就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第4至8項決議案而言）以投票表決方式
批准，有關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考慮、批准及追認本公司、深圳市
大生農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大
生」）與鎮江潤得股權投資基金有限
公司（「鎮江潤得」）所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之認購協議
（「認購協議」）及其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十一日之補充協議（「補
充認購協議」），據此，深圳大生及
鎮江潤得（統稱「認購方」）各自已
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已有條
件同意發行合共1,000,000,000股新
內資股（「認購股份」），認購價為每
股認購股份人民幣0.5708元（相等
於0.65港元），以及認購協議及補
充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所有交易
（統稱「認購事項」）。

496,360,500
(99.416950%)

2,911,000
(0.583050%)

499,2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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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2. 考慮及批准授出特別授權，以於認
購事項完成後根據認購協議及補充
認購協議按每股認購股份人民幣
0.5708元（相等於0.65港元）之認購
價向認購方發行認購股份。

496,360,500
(99.416950%)

2,911,000
(0.583050%)

499,271,500

3. 授權任何本公司董事在其認為對實
行及╱或完成認購協議、補充認購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或與之
有關可能屬必要或權宜之情況下，
實行及採取一切步驟並作出一切行
動及事宜。

496,360,500
(99.416950%)

2,911,000
(0.583050%)

499,271,500

4. 考慮、批准及追認本公司與中泰國
際融資有限公司（「配售代理」）所訂
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及其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之補充
協議（「補充配售協議」），據此，本
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以
盡全力基準按不少於每股配售股份
0.65港元之配售價最多分兩批配售
最多1,500,000,000股H股（「配售股
份」），以及配售協議項下擬進行之
所有交易（統稱「配售」）。

5,098,269,500
(99.999961%)

2,000
(0.000039%)

5,098,2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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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5. 考慮及批准授出特別授權，以於完
成配售協議後根據配售協議及補充
配售協議按不少於每股配售股份
0.65港元之配售價向承配人發行配
售股份。

5,098,269,500
(99.999961%)

2,000
(0.000039%)

5,098,271,500

6. 授權任何本公司董事在其認為對實
行及╱或完成配售協議、補充配售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或與之
有關可能屬必要或權宜之情況下，
實行及採取一切步驟並作出一切行
動及事宜。

5,098,269,500
(99.999961%)

2,000
(0.000039%)

5,098,271,500

7. 考慮及批准就本公司註冊資本及股
權架構因認購事項及配售而出現之
變動對本公司章程細則（「章程」）作
出之修訂（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之通函），
並向中國及香港有關機關提交經修
訂章程以供批核、存檔或登記。

5,098,269,500
(99.999961%)

2,000
(0.000039%)

5,098,2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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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8. i. 批准本公司於中國發行總額不
超過人民幣1,500,000,000元之
公司債券（「公司債券」）；及

ii.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處理本決議
案範圍內有關發行公司債券之
一切事宜及就實行公司債券之
發行及上市或其項下擬進行之
任何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之通
函）採取一切必要行動。

5,098,271,500
(100%)

0
(0%)

5,098,271,500

附註：該等決議案全文載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7,633,079,812股（包括2,349,000,000股內
資股及5,284,079,812股H股），為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就會上所提呈
之第4至8項特別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之股份總數。

誠如通函所述及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深圳大生透過香港大生投資直接及間接持
有1,368,013,540股內資股及2,250,000,000 股H股，合共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
約47.40%，而鎮江潤得持有980,986,460 股內資股，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12.85%。由於認購方（即深圳大生及鎮江潤得）及香港大生投資於認購事項中擁有
重大權益，彼等各自須根據上市規則就有關認購事項之特別決議案（即第1至3項決
議案）放棄投票，而彼等已放棄投票。持有合共3,034,079,812股H股之股東獲賦予
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第1至3項特別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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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概無獲賦予權利可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之股東須就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任何特別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概無
股東於通函內表示有意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
票。

本公司於香港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特別大會
投票表決之監票人。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之票數表決贊成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各項特別決議案，所有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特別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3. 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正，假座中國上海浦東新區富
城路99號震旦大廈35層舉行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董事會欣然宣佈，H股持有人
類別大會通告所載之特別決議案已獲獨立H股股東（就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所
載之第1至3項決議案而言）以及H股股東（就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所載之第4
至7項決議案而言）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有關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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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考慮、批准及追認本公司、深圳大
生與鎮江潤得所訂立之認購協議及
其補充認購協議，據此，深圳大
生及鎮江潤得各自已有條件同意認
購，而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發行認
購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人
民幣0.5708元（相等於0.65港元），
以及認購事項項下擬進行之所有交
易。

51,892,500
(94.688295%)

2,911,000
(5.311705%)

54,803,500

2. 考慮及批准授出特別授權，以於認
購事項完成後根據認購協議及補充
認購協議按每股認購股份人民幣
0.5708元（相等於0.65港元）之認購
價向認購方發行認購股份。

51,892,500
(94.688295%)

2,911,000
(5.311705%)

54,8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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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3. 授權任何本公司董事在其認為對實
行及╱或完成認購協議、補充認購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或與之
有關可能屬必要或權宜之情況下，
實行及採取一切步驟並作出一切行
動及事宜。

51,892,500
(94.688295%)

2,911,000
(5.311705%)

54,803,500

4. 考慮、批准及追認本公司與配售代
理所訂立之配售協議及補充配售協
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
過配售代理以盡全力基準按不少於
每股配售股份0.65港元之配售價最
多分兩批配售配售股份，以及配售
項下擬進行之所有交易。

2,304,801,500
(99.999913%)

2,000
(0.000087%)

2,304,803,500

5. 考慮及批准授出特別授權，以於完
成配售協議後根據配售協議及補充
配售協議按不少於每股配售股份
0.65港元之配售價向承配人發行配
售股份。

2,304,801,500
(99.999913%)

2,000
(0.000087%)

2,304,8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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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6. 授權任何本公司董事在其認為對實
行及╱或完成配售協議、補充配售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或與之
有關可能屬必要或權宜之情況下，
實行及採取一切步驟並作出一切行
動及事宜。

2,304,801,500
(99.999913%)

2,000
(0.000087%)

2,304,803,500

7. 考慮及批准就本公司註冊資本及股
權架構因認購事項及配售而出現之
變動對章程作出之修訂（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
日之通函），並向中國及香港有關
機關提交經修訂章程以供批核、存
檔或登記。

2,304,801,500
(99.999913%)

2,000
(0.000087%)

2,304,803,500

附註：該等決議案全文載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

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日期，已發行H股總數為5,284,079,812股H股，為賦予H股
股東權利出席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並就會上所提呈之第4至7項特別決議案投贊成
或反對票之H股總數。

誠如通函所述及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日期，深圳大生透過香港大生投資間接持有
2,250,000,000股H股，佔現有已發行H股約42.58%。由於深圳大生（即其中一名認
購方）與香港大生投資於認購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香港大生投資須根據上市規則
就有關認購事項之特別決議案（即第1至3項決議案）放棄投票，而其已放棄投票。
持有合共3,034,079,812股H股之股東獲賦予權利出席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並於會
上就第1至3項特別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

誠如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概無獲賦予權利可出席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之H股
股東須就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任何特別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除本公告
所披露者外，概無H股股東於通函內表示有意就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特
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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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香港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H股持有人類
別大會投票表決之監票人。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之票數均表決贊成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各項特別決議
案，所有於H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特別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4. 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座中國上海浦東新
區富城路99號震旦大廈35層舉行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內資
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所載之特別決議案已獲內資股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有
關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考慮、批准及追認本公司與配售代
理所訂立之配售協議及補充配售協
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
過配售代理以盡全力基準按不少於
每股配售股份0.65港元之配售價最
多分兩批配售配售股份，以及配售
項下擬進行之所有交易。

2,349,000,000
(100%)

0
(0%)

2,34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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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2. 考慮及批准授出特別授權，以於完
成配售協議後根據配售協議及補充
配售協議按不少於每股配售股份
0.65港元之配售價向承配人發行配
售股份。

2,349,000,000
(100%)

0
(0%)

2,349,000,000

3. 授權任何本公司董事在其認為對實
行及╱或完成配售協議、補充配售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或與之
有關可能屬必要或權宜之情況下，
實行及採取一切步驟並作出一切行
動及事宜。

2,349,000,000
(100%)

0
(0%)

2,349,000,000

4. 考慮及批准就本公司註冊資本及股
權架構因認購事項及配售而出現之
變動對章程作出之修訂（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
日之通函），並向中國及香港有關
機關提交經修訂章程以供批核、存
檔或登記。

2,349,000,000
(100%)

0
(0%)

2,349,000,000

附註：該等決議案全文載於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通告。

於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日期，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為2,349,000,000股內資股，為賦
予內資股股東權利出席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並就會上所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投贊成
或反對票之內資股總數。由於認購方（即深圳大生及鎮江潤得）為內資股的唯一持有
人，故彼等於認購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不會提呈批
准認購事項之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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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概無獲賦予權利可出席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之內
資股股東須就於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任何特別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
無內資股股東於通函內表示有意就於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投
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於香港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內資股持有人
類別大會投票表決之監票人。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之票數均表決贊成於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各項特別決
議案，所有於內資股持有人類別大會上提呈之特別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上海大生農業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莫羅江

中國上海，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蘭華升先生、莫羅江先生及王立國先生；
一名非執行董事：朱天相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卓明先生、楊高宇先生及 
周建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