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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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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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7）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此公告乃由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1)條而作出。

基於本公司經營發展需要，並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本著謹慎、適宜、必需的原則，本公司董事
會建議對《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關條款進行修訂。公司章程之建議
修訂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錄。

公司章程之建議修訂，須待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由本公司股東（「股東」）以特別決議案審議通過，方能作實。載有（其中包括）公司章程之建
議修訂詳情的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函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思廉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思廉先生、張力先生、周耀南先生及呂勁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琳女士及李海
倫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爾城先生、吳又華先生及王振邦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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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如下：

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1 第一條本公司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國務院
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
特別規定》（以下簡稱《特別規定》）和國家其
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經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出具穗府辦
函 [2001] 116號文《關於同意設立廣州富力
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覆函》同意，經廣東省
人民政府出具粵府函 [2002] 455號文《關於
確認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的批
覆》批准，於2001年9月30日，以發起方式
設立，於2001年11月16日在廣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註冊登記，取得公司營業執照。
公司的營業執照號碼為：401012033206。

公司的發起人為：李思廉、張力、呂勁、
周耀南與朱玲。

第一條本公司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國務院
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
特別規定》（以下簡稱《特別規定》）和國家其
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經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出具穗府辦
函 [2001] 116號文《關於同意設立廣州富力
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覆函》同意，經廣東
省人民政府出具粵府函 [2002] 455號文《關
於確認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的
批覆》批准，於 2001年 9月 30日，以發起
方式設立，於 2001年 11月 16日在廣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登記，取得公司營業
執照。公司目前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440101190548279L。

公司的發起人為：李思廉、張力、呂勁、
周耀南與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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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2 第六條公司依據《公司法》、《特別規定》、
《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簡稱《必
備條款》）和國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和有
關規定，於 2004年 9月 13日召開 2004年臨
時股東大會，對公司發起設立時的章程作
了修訂（「原公司章程」），並於 2014年 5月
29日召開股東大會，對公司章程進行了第
二次修訂，制定本公司章程（或稱「公司章
程」及「本章程」）。

第六條公司依據《公司法》、《特別規定》、
《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簡稱《必
備條款》）和國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和有
關規定，於 2004年 9月 13日召開 2004年臨
時股東大會，對公司發起設立時的章程作
了修訂（「原公司章程」），並於 2014年 5月
29日召開股東大會對公司章程進行了第二
次修訂，於2014年10月23日召開股東大會
對公司章程進行了第三次修訂，於 2018年
5月30日召開股東大會對公司章程進行了第
四次修訂，制定本公司章程（或稱「公司章
程」及「本章程」）。

3 第四十一條所有境外上市外資股的轉讓皆
應採用一般或普通格式或任何其他為董事
會接受的格式的書面轉讓文據；可以只用
人手簽署，毋須蓋章。如股東為證券及期
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條）所定義的認可結
算所或其名義人，轉讓表格可用機器印刷
形式簽署。所有轉讓文據必須置於公司之
法定地址或董事會不時可能指定之其他地
方。

第四十一條所有境外上市外資股的轉讓皆
應採用一般或普通格式或任何其他為董事
會接受的格式的書面轉讓文據；可以只用
人手簽署，毋須蓋章。如股東為證券及期
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條）所定義的認可結
算所或其名義人，轉讓表格可用機器印刷
形式簽署。所有轉讓文據必須置於公司之
法定地址或董事會不時可能指定之其他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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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所有股本已繳清的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皆可依據公司章程自由轉讓；但是
除非符合下列條件，否則董事會可拒絕承
認任何轉讓文據，並無需申述任何理由：

（一） 已向公司支付二元五角港幣的費用
（每份轉讓文據計），或支付董事會不
時要求但不超過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中不時規定的最高的費用，以登
記股份的轉讓文據和其他與股份所有
權有關的或會影響股份所有權的檔；

（二） 轉讓文據只涉及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
市外資股；

（三） 轉讓文據已付應繳的印花稅；

（四） 應當提供有關的股票，以及董事會所
合理要求的證明轉讓人有權轉讓股份
的證據；

（五） 如股份擬轉讓與聯名持有人，則聯名
持有人之數目不得超過四位；

（六） 有關股份沒有附帶任何公司的質押
權。

所有股本已繳清的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皆可依據公司章程自由轉讓；但是
除非符合下列條件，否則董事會可拒絕承
認任何轉讓文據，並無需申述任何理由：

（一） 已向公司支付二元五角港幣的費用
（每份轉讓文據計），或支付董事會不
時要求但不超過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中不時規定的最高的費用，以登
記股份的轉讓文據和其他與股份所有
權有關的或會影響股份所有權的檔；

（二） 轉讓文據只涉及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
市外資股；

（三） 轉讓文據已付應繳的印花稅；

（四） 應當提供有關的股票，以及董事會所
合理要求的證明轉讓人有權轉讓股份
的證據；

（五） 如股份擬轉讓與聯名持有人，則聯名
持有人之數目不得超過四位；

（六） 有關股份沒有附帶任何公司的質押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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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如果公司拒絕登記股份轉讓，公司應在轉
讓申請正式提出之日起兩個月內給轉讓人
和承讓人一份拒絕登記該股份轉讓的通知。

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公司內
資股股東可將其持有的股份轉讓給境外投
資人，並在境外上市交易。上述股份在境
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還應當遵守境外
證券市場的監管程序、規定和要求。上述
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情形，
不需要召開類別股東會表決。

公司董事、監事、總裁、總經理、副總經
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向公司申報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變動情況，在任職期
間及離職後六個月內，其轉讓公司股份應
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
件的規定。

如果公司拒絕登記股份轉讓，公司應在轉
讓申請正式提出之日起兩個月內給轉讓人
和承讓人一份拒絕登記該股份轉讓的通知。

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公司內
資股股東可將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轉
讓給境外投資人，並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全部或部分內資股可以轉換為外
資股，且經轉換的外資股可於境外證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所轉讓或經轉換的股份在
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還應當遵守境
外證券市場的監管程序、規定和要求。所
轉讓的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情形，或者內資股轉換為外資股並在境外
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需要召開股東大
會或類別股東會表決。內資股轉換為境外
上市外資股後與原境外上市外資股為同一
類別股份。

公司董事、監事、總裁、總經理、副總經
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向公司申報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變動情況，在任職期
間及離職後六個月內，其轉讓公司股份應
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
件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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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4 第九十八條公司擬變更或者廢除類別股東
的權利，應當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和經受影響的類別股東在按第一百條至第
一百零四條另行召集的股東會議上通過，
方可進行。

第九十八條公司擬變更或者廢除類別股東
的權利，應當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和經受影響的類別股東在按第一百條至第
一百零四條另行召集的股東會議上通過，
方可進行。

由於境內外法律、行政法規和上市地上市
規則的變化以及境內外監管機構依法做出
的決定導致類別股東權利的變更或者廢除
的，不需要股東大會或類別股東會議的批
准。

公司內資股股東將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
份轉讓給境外投資人，並在境外上市交
易，或者全部或部分內資股轉換為外資股
並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行為，不
應被視為公司擬變更或者廢除類別股東的
權利。

除上述建議修訂外，公司章程其他條款不變。

本次建議修訂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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