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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匯 鑫小額貸款股份 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77）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泉州匯鑫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 2020年 6月 12日（星期五）上午十

時正假座中國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豐澤街 666號南益廣場寫字樓 7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本公司下列決議案（不論修訂與否）：

普通決議案

1.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董事（「董事」）會報告；

2.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監事會報告；

3.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

4.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

核財務報表；

5.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集團2019年度財務決算；

6. 省覽、考慮及批准本公司2020年度財務預算方案；

7.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利潤分派方案；

8.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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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考慮及批准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
定其薪酬；

10. 考慮及批准重選董事：

10 (a) . 重選周永偉先生為執行董事；

10 (b) .重選吳智銳先生為執行董事；

10 (c) . 重選顏志江先生為執行董事；

10 (d) .重選劉愛琴女士為執行董事；

10 (e) . 重選蔣海鷹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0 (f) . 重選蔡鎔駿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0 (g) .重選張立賀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0 (h) .重選林建國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10 (i) . 重選孫立勳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1. 考慮及批准重選本公司監事（「監事」）：

11 (a) . 重選陳金助先生為獨立監事；

11 (b) .重選吳麟弟先生為獨立監事；及

11 (c) . 重選李建成先生為股東代表監事。

12. 考慮及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的獲授權人士釐定董事及監事的薪酬；及

特別決議案

13. 考慮及批准發行本公司新內資股及H股的一般授權。

承董事會命

泉州匯鑫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周永偉

香港，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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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有關於本股東週年大會上將予批准的決議案（無論為普通決議案或特別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2020年4月24日之通函。

2.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至2020年6月12

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期間內概不辦理任何股份的過戶登記。為符

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H股持有人的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 2020年 5

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送達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寶德隆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或本公司於中國的註冊辦事處（就內資股持有人而言）進行登記。

董事會已建議向於 2020年 6月 26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的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幣0.05元（「建議末期股利」）。

為確定獲派付建議末期股利的資格，本公司將於 2020年 6月 21日（星期日）至 2020年 6月 26日（星期五）（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過戶的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為符

合資格獲派付建議末期股利，本公司尚未登記的H股持有人須確保於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下午 4時30

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或本公司於中國的註冊辦事處（就內資股持有人而言）進行登記。

3. 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均可委任一名或多名代理人代為出席及

（如以投票方式表決）表決。受委任代理人毋須為股東。

4. 股東應以表決代理人委託書委任代理人，而該表決代理人委託書應經由該股東或其以書面形式親筆簽署

委託的代理人簽署。倘該股東為法人，授權書須加蓋公章或由其董事或一名代理人或就此正式委託的其

他人士簽署。該授權書應列明由各代理人代表該股東持有的股份數目。

5. 表決代理人委託書必須不少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時間 24小時前（即 2020年 6月 11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

前），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就H股持有人而言）或本公司於中國的註

冊辦事處（就內資股持有人而言），方為有效。倘表決代理人委託書由股東授權一名人士簽署，則該授權

書或其他授權文件須經公證。填妥及交回表決代理人委託書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或

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6.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時，股東應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代表股東的代理人應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及代理人

委託書。

7. 法人股東應委派其法定代表或授權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該人士應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及加蓋公章的

企業營業執照副本。倘法人股東委派授權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該授權代表應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

該法人（除結算所或其代理人外）發出的授權書的正本文件及加蓋公章的企業營業執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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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須於 2020年 5月 22日（星期五）之前，以書面形式填妥回條並親身或以郵遞

方式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就H股持有人而言）或本公司於中國的註冊辦事處（就內資

股持有人而言）。

9. 預計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不會超過半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的交通及食宿費用自理。

10. 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的名稱及地址如下：

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電氣道148號

21樓2103B室

11. 本公司於中國的註冊辦事處如下：

中國

福建省

泉州市

豐澤街361號

原財政大樓12樓

12. 倘親身或委派代理人出席大會的聯名股東多於一人，則僅接納排名較先的聯名股東親身或由委派代理人

所作出的表決，其他聯名股東則無權表決。就此而言，股東的排名先後乃按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關聯名

所持股份的排名次序而定。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永偉先生、吳智銳先生、顏志江先生及劉愛琴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蔣海鷹先生

及蔡鎔駿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立勳先生、張立賀先生及林建國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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