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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1 )  建議修訂《章程》
( 2 )  2 0 2 0年度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 3 )  建議發行債券
( 4 )  建議發行中期票據

建議修訂《章程》

董事會擬對《章程》進行以下修訂（有關更改已作標示）：

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1 第一條 為維護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和債權
人的合法權益，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
為，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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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
備條款》（以下簡稱「《必備條款》」）、
《關於到香港上市公司對公司章程作
補充修改的意見的函》（以下簡稱「補充
修改意見的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年修訂）》和其他有關規定，制訂
公司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或者「公
司章程」）。

第一條 為維護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和債權
人的合法權益，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
為，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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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
備條款》（以下簡稱「《必備條款》」）、
《關於到香港上市公司對公司章程作
補充修改的意見的函》（以下簡稱「補充
修改意見的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9年修訂）》和其他有關規定，制訂
公司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或者「公
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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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2 第三條 公司於2000年9月10日經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
證監會」）證監發行字[2000]128號文件
核准，首次向社會公眾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5,000萬股，並於2000年10月12日
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開發
行的股份均為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
人民幣認購的內資股。

第三條 公司於2000年9月10日經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
證監會」）證監發行字[2000]128號文件
核准，首次向社會公眾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5,000萬股，並於2000年10月12日
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開發
行的股份均為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
人民幣認購的內資股。

3 第十三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經營範
圍是：開發、生產、銷售工程機械、
農業機械、環衛機械、汽車起重機及
其專用底盤、消防車輛及其專用底
盤、高空作業機械、其他機械設備、
金屬與非金屬材料、光機電一體化高
新技術產品並提供租賃、售後技術服
務；銷售建築裝飾材料、工程專用車
輛及金屬材料、化工原料、化工產品
（不含危化品和監控品）；經營商品和
技術的進出口業務；以自有資產進行
房地產業投資（不得從事吸收存款、
集資收款、受託貸款、發行票據、發
放貸款等國家金融監管及財政信用業
務）。二手車銷售；廢舊機械設備拆
解、回收。（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
相關部分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第十三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經營範
圍是：開發、生產、銷售工程機械、
農業機械、環衛機械、汽車起重機及
其專用底盤、消防車輛及其專用底
盤、高空作業機械、應急救援裝備、
礦山機械、煤礦機械裝備、物料輸送
設備、其他機械設備、金屬與非金屬
材料、光機電一體化高新技術產品並
提供租賃、售後技術服務；銷售建築
裝飾材料、工程專用車輛及金屬材
料、化工原料、化工產品（不含危化品
和監控品）；潤滑油、潤滑脂、液壓油
的銷售（不含危險化學品銷售）；成品
油零售（限分支機構憑許可證經營）；
經營商品和技術的進出口業務；以自
有資產進行房地產業投資（不得從事吸
收存款、集資收款、受託貸款、發行
票據、發放貸款等國家金融監管及財
政信用業務）。二手車銷售；廢舊機械
設備拆解、回收。（依法須經批准的項
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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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4 第二十一條 前述境外上市外資股（H
股）發行完成後行使超額配售權前，公
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為5,797,219,562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
股4,840,678,482股，佔公司可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83.5%；H股956,541,080股
（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
86,958,280股H股），佔公司可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6.5%。

前述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發行完
成並行使超額配售權後，公司的股
本結構為： 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5,927,656,962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
4,827,634,742股，佔公司可發行的普通
股總數的 81.4%；H股 1,100,022,220股
（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
100,002,020股H股），佔公司可發行的
普通股總數的18.6%。

公司實施經2011年6月3日召開的2010
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的2010年利潤分配方案後，公
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為7,705,954,050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
股6,275,925,164股（含境外投資者以人
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資者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 81.4%；H股 1,430,028,886
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
18.6%。

第 二 十 一 條 公 司 股 份 總 數 為
8,666,612,984股，公司的股本結構為：
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8,666,612,984股，
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7,084,648,436股
（含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
境內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
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75%；
H股1,581,964,548股，佔公司已發行的
普通股總數的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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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公司實施經2015年6月29日召開的2014
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的部分H股回購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7,664,132,250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
6,275,925,164股（含境外投資者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資者以人民幣
認購的股份），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的 81.9%；H股 1,388,207,086股，
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18.1%。

公司實施經2016年6月29日召開的2015
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的部分A股回購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7,625,287,164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
6,237,080,078股（含境外投資者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資者以人民幣
認購的股份），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的 81.8%；H股 1,388,207,086股，
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18.2%。

公司實施經2017年11月1日召開的2017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別
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的2017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的首次授予工作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7,794,048,075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
6,405,840,989股（含境外投資者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資者以人民幣
認購的股份），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的 82.2%；H股 1,388,207,086股，
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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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公司實施經2017年11月1日召開的2017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別
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授權和
2018年8月30日召開的第五屆董事會
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回購、註銷部
分激勵對象所持股票期權及限制性股
票後，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
通股總數為 7,792,023,575股，其中境
內上市普通股6,403,816,459股（含境外
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
投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
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2.2%；H股
1,388,207,0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
股總數的17.8%。

公司實施經2017年11月1日召開的2017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
別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授權
和2018年9月10日召開的第五屆董事
會 2018年度第六次臨時會議審議通
過的 2017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
激勵計劃預留部分授予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7,810,578,433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
6,422,371,317股（含境外投資者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資者以人民幣
認購的股份），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的 82.2%；H股 1,388,207,086股，
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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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公司實施經2017年11月1日召開的2017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
別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授權
和2018年11月6日召開的第五屆董事
會 2018年度第八次臨時會議審議通
過的回購、註銷部分激勵對象所持
股票期權及限制性股票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7,808,536,633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股
6,420,329,547股（含境外投資者以人民
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資者以人民幣
認購的股份），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的 82.2%；H股 1,388,207,086股，
佔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17.8%。

5 第二十四條 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7,625,287,164元。

第二十四條 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8,666,612,9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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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6 第二十八條 公司經國家有關主管機
構批准購回股份，可以選擇下列方式
之一進行：

（一） 向全體股東按照相同比例發出購
回要約；

（二） 在證券交易所通過公開交易方式
購回；

（三） 在證券交易所以外以協議方式購
回；

（四） 法律、行政法規、有關主管機構
及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許可的其
他形式。

第二十八條 公司經國家有關主管機
構批准購回股份，可以選擇下列方式
之一進行：

（一） 向全體股東按照相同比例發出購
回要約；

（二） 在證券交易所通過公開交易方式
購回；

（三） 在證券交易所以外以協議方式購
回；

（四） 法律、行政法規、有關主管機構
及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許可的其
他形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第一款第（三）
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
收購本公司股份的，應當通過公開的
集中交易方式進行。

7 第五十九條 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
控制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
司利益。違反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
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五十九條 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
控制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
司利益。違反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
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
東，但通過投資關係、協議或者其他
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

8 第六十二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
機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

（十八）審議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及
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規定應當由股東
大會決定的其他事項。

上述股東大會的職權不得通過授權的
形式由董事會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代
為行使。

第六十二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
機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

（十八）審議股權激勵計劃；

（十九）審議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和公司章程及公司上市地上市規
則規定應當由股東大會決定的其他事
項。

上述股東大會的職權不得通過授權的
形式由董事會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代
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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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9 第六十三條 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
為，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
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5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
保；

（二）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
過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以後
提供的任何擔保；

（三）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
象提供的擔保；

（四）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
淨資產10%的擔保；

（五）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
提供的擔保。

股東大會在審議為股東、實際控制人
及其關聯方提供的擔保議案時，該股
東或受該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
得參與該項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股
東大會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半數
以上通過。

第六十三條 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
為，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
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5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
保；

（二）連續十二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
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

（三）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
象提供的擔保；

（四）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
淨資產10%的擔保；

（五）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
提供的擔保。

（六）連續十二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
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且絕
對金額超過5000萬元；

（七）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或者公司章
程規定的其他擔保情形。

股東大會在審議為股東、實際控制人
及其關聯方提供的擔保議案時，該股
東或受該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
得參與該項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股
東大會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半數
以上通過。股東大會審議前款第（二）
項擔保事項時，應當經出席會議的股
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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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10 第八十九條 股東出具的委託他人出
席股東大會的授權委託書應當載明下
列內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二）是否具有表決權；

（三）分別對列入股東大會議程的每一
審議事項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的指
示；

（四）委託書簽發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託人簽名（或蓋章）。

第八十九條 股東出具的委託他人出
席股東大會的授權委託書應當載明下
列內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二）是否具有表決權；

（三）分別對列入股東大會議程的每一
審議事項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的指
示；

（四）委託書簽發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託人簽名（或蓋章）。委託人為
法人股東的，應加蓋法人單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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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11 第一百二十一條 出席股東大會的股
東，應當對提交表決的提案發表以下
意見之一：同意、反對或棄權。

......

第一百二十一條 出席股東大會的股
東，應當對提交表決的提案發表以下
意見之一：同意、反對或棄權。證券
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內地與香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股票的名義持有
人，按照實際持有人意思表示進行申
報的除外。

......

12 第一百四十九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
權：

......

（七）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或者合併、分
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第一百四十九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
權：

......

（七）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
股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



11

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13 第一百五十二條

......

（三）關聯交易

(1)股東大會：公司與關聯人發生的交
易金額在3000萬元以上，且佔公司最
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的
關聯交易，除應當及時披露外，還應
當聘請具有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
資格的中介機構，對交易標的進行審
計或者評估，並將該交易提交股東大
會審議；

(2)董事會：公司與其關聯人達成的
關聯交易總額在300萬元（含300萬元）
至3000萬元（不含3000萬元）之間且佔
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
0.5%（含 0.5%）至 5%（不含 5%）時，關
聯交易由董事會決定；

(3)除上述第(1)和第(2)項規定外，公司
應當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確定
關聯交易的定義和範圍，並作出相應
的公告和╱或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

第一百五十二條

......

（三）關聯交易

(1)股東大會：公司與關聯人發生的交
易（公司獲贈現金資產和提供擔保除
外）金額在3000萬元以上，且佔公司最
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的
關聯交易，除應當及時披露外，還應
當聘請具有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
資格的中介機構，對交易標的進行審
計或者評估，並將該交易提交股東大
會審議；

(2)董事會：公司與關聯法人發生的交
易金額在300萬元以上，且佔公司最近
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0.5%以上的
關聯交易，或與關聯自然人發生的交
易金額在30萬元以上的關聯交易，應
提交董事會審議；符合上述第(1)規定
的，還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3)除上述第(1)和第(2)項規定外，公司
應當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確定
關聯交易的定義和範圍，並作出相應
的公告和╱或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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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14 第一百六十八條 公司設總經理1名，
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
和董事會秘書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第一百六十八條 公司設總經理1名，
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公司設副總經
理若干名，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
和董事會秘書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15 第一百七十條 在公司控股股東、實
際控制人單位擔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職
務的人員，不得擔任公司的高級管理
人員。

第一百七十條 在公司控股股東、實
際控制人單位擔任除董事、監事以外
其他行政職務的人員，不得擔任公司
的高級管理人員。

16 第一百七十二條 總經理對董事會負
責，行使下列職權：

......

（二）組織實施公司年度經營計劃；
......

第一百七十二條 總經理對董事會負
責，行使下列職權：

......

（二）組織實施公司年度經營計劃和投
資方案；
......

17 第一百九十條 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
責，行使下列職權：
......

（八）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的
規定，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
訟；
......

第一百九十條 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
責，行使下列職權：
......

（八）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
規定，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
訟；
......

《章程》的修訂尚需提交股東週年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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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及本公司會計政策的相關規定，本著謹慎性原則，本公司對截止至
2020年12月31日存在減值跡象的應收款項、存貨、無形資產等進行了減值測試，預計各
項資產的可變現淨值低於其賬面價值時，經過確認或計量，計提了資產減值準備。

I.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概述

經測試，本公司各項資產減值準備於2020年度合計計提人民幣17.75億元，其中應收
賬款計提壞賬準備人民幣14.89億元，其他應收款計提壞賬準備人民幣1.61億元，長
期應收款計提壞賬準備人民幣0.31億元；存貨跌價準備計提人民幣0.89億元；無形
資產計提人民幣0.06億元。剔除外幣報表折算差異影響，2020年度發生的資產減值
準備影響當期損益（稅前）共計人民幣17.75億元。

II. 資產減值準備計提情況

1. 應收款項

本公司於2020年度計提應收賬款壞賬準備人民幣14.89億元、其他應收款壞賬準
備人民幣1.61億元、長期應收款壞賬準備人民幣0.31億元，計提原則如下：

本公司以預期信用損失為基礎，結合客戶類型、歷史違約損失經驗及目前經濟
狀況、考慮前瞻性信息、預期違約率、損失率以預計存續期為基礎計量其預期
信用損失，確認相關應收款項的壞賬準備。

2. 存貨

本公司於2020年度計提存貨跌價準備人民幣0.89億元，計提依據如下：

期末存貨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孰低原則計價。在確定存貨的可變現淨值時，以
取得的確鑿證據為基礎，同時考慮持有存貨的目的以及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的影響。對於存貨因遭受毀損、全部或部分陳舊過時或銷售價格低於成本等原
因，預計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貨跌價準備。產成品及大宗原材料的
存貨跌價準備按單個存貨項目的成本高於其可變現淨值的差額提取；其他數
量繁多、單價較低的原輔材料和在產品按類別提取存貨跌價準備。

產成品、在產品和用於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於出售的商品存貨，其可變現淨值
按該存貨的估計售價減去估計的銷售費用和相關稅費後的金額確定；用於生
產而持有的材料存貨，其可變現淨值按所生產的產成品的估計售價減去至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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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估計將要發生的成本、估計的銷售費用和相關稅費後的金額確定。為執行銷
售合同或者勞務合同而持有的存貨，其可變現淨值以合同價格為基礎計算；企
業持有存貨的數量多於銷售合同訂購數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貨可變現淨值以一
般銷售價格為基礎計算。

本公司對有可能存在減值跡象的存貨，都會定期採用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孰低法
進行減值測試，計提充足的存貨跌價準備金額。

3. 無形資產

本公司於2020年度計提無形資產減值準備人民幣0.06億元，計提依據如下：

每年年度終了，本公司檢查各項無形資產預計給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能
力，對預計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價值的，計提無形資產減值準備，減值準備
一經計提，在持有期間不予轉回。

(1) 由於技術、市場、法律因素使市價持續下跌，預計在剩餘攤銷年內不會恢
復；

(2) 由於無形資產已被其他新技術等所替代，使其為企業創造經濟利益的能力
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3) 仍然具有部分使用價值，但已超過法律保護期限；及

(4) 其他足以證明某項無形資產實質上已經發生了減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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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本公司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減少2020年稅前利潤人民幣17.75億元。

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事項，真實反映本公司的企業財務狀況，符合會計準則和相
關政策要求，符合本公司的實際情況，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股東利益的行為，本次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不涉及本公司關聯方。

建議發行債券

為優化本公司債務結構，降低融資成本，經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公司擬向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債券。

I. 關於本公司符合發行債券條件的說明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對
照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債券的相關資格、條件的要求，經認真自查，本公司符合
上述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規定的條件與要求，具備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債券
的資格。

II. 本次發行概況

1. 發行規模

債券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含人民幣50億元），並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
對公司債券發行上限的要求，具體發行規模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
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本公司實際情況和發行時的市場情況內確定。在上述
發行規模範圍內，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分
一次或多次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公開發行債券的註冊。

2. 向股東配售安排

債券不向股東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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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票面金額和發行價格

債券的債券面值人民幣100元，按面值發行。

4. 品種及債券期限

債券的期限不超過5年（含5年），可以為單一期限品種，也可以為多種期限混合
品種。具體期限構成和各期限品種的發行規模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
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確定，並在債券的《募集說明
書》中予以披露。

5. 債券利率

債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確定方式，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
會授權人士在發行前根據市場情況與主承銷商協商確定，並在債券的《募集說
明書》中予以披露。

6. 擔保方式

債券是否採用擔保及具體擔保方式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
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確定。

7. 發行對象

債券面向《管理辦法》規定的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

8. 贖回條款或回售條款

債券是否設計贖回條款或回售條款及相關條款具體內容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
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確定。

9. 募集資金用途

債券發行所募集資金擬用於補充本公司流動資金、置換有息債務（包括但不限
於償還或贖回本公司已發行的債券）等監管機構認可的募集資金用途，具體募
集資金用途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本公
司資金需求情況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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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決議的有效期

公開發行債券決議的有效期為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之日起36個月。

如果本公司已於授權有效期內決定發行債券，且本公司亦在授權有效期內取得
監管部門的發行批准、許可或登記的，則本公司可在該等批准、許可或登記確
認的有效期內完成債券的發行。

11. 發行債券的上市

債券發行結束後，本公司將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辦理債券的上市交
易事宜。

12. 償債保障措施

本公司在出現預計不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時，
根據中國境內的法律、法規及有關監管部門等要求採取相應措施，包括但不限
於：

(1) 不向股東分配利潤；

(2) 暫緩重大對外投資、收購兼併等資本性支出項目的實施；

(3) 調減或停發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工資和獎金；及

(4) 主要責任人不得調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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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關於公開發行債券的授權事項

為提高債券發行的工作效率，根據發行工作需要，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
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依照《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及
規範性文件的規定以及屆時的市場條件和本公司實際情況，從維護股東利益最大化
的原則出發，全權辦理公開發行債券的所有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根據市場及本公司實際情況制定並調整債券具體方案，包括但不限於申請時
機、是否分次申請、具體發行數量、債券期限、債券利率及其確定方式、發行
時機（包括是否分期發行及發行期數等）、是否提供擔保及擔保方案、是否設置
回售條款和贖回條款等創新條款、評級安排、具體申購辦法、具體配售安排、
還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債券上市、終止發行、募集資金用途等與債券的申
請、發行和上市有關的一切事宜；

2. 辦理債券的申請、發行和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授權、簽署、執行、修改、
完成與債券申請、發行及上市相關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協議、合約、各
種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據法律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進行相關的信息
披露；

3. 選擇債券受託管理人，簽署債券受託管理協議以及制定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

4. 本公司在出現預計不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時，
根據中國境內的法律、法規及有關監管部門等要求採取相應措施，包括但不限
於：

(1) 不向股東分配利潤；

(2) 暫緩重大對外投資、收購兼併等資本性支出項目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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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減或停發董事和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工資和獎金；

(4) 主要責任人不得調離；

5. 如監管部門的政策發生變化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除涉及有關法律、法規及
《章程》規定必須由股東週年大會重新表決的事項外，可依據監管部門的意見
（如有）對債券發行的具體方案等相關事項作適當調整或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
否繼續開展債券的發行工作；及

6. 辦理與債券申請、發行及上市有關的其他具體事項。

本授權將自股東週年大會通過該議案之日起生效直至債券的所有相關授權事宜辦
理完畢之日止。

董事會擬在獲得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及授權上述授權事項的基礎上，授權本公
司董事長以及董事長所授權之人士行使上述授權所授予的權利，具體辦理上述授權
事項及其他可由董事會授權的與債券有關的事務。

建議發行中期票據

為了優化債務結構，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根據《公司法》、《銀行間債券市場
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本公司擬向中國銀行間市場
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的中期票據。相關事項如下：

I. 中期票據發行方案

1. 發行規模

本次擬註冊發行中期票據的規模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將根據市場環境和本公
司實際資金需求在註冊有效期內擇機一次或分次發行。

2. 發行期限

本次擬發行中期票據的期限不超過5年（包含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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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行利率

實際發行價格將根據發行時的指導價格及市場情況來確定。

4. 發行對象

本次發行的對象為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

5. 募集資金用途

募集資金主要用於補充本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金融機構借款及其他交易商協會
認可的用途。

6. 決議有效期

本次擬發行中期票據決議的有效期為自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36個月。

II. 授權事項

提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長或董事長授權之人士在上述發行方案內，全權
決定和辦理與發行中期票據融資有關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於中期票據的具體決
定發行時機、發行方式、主承銷機構、發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利率、募集資金
具體用途，根據需要簽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註冊
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就建議發行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
他必要的相關行動。

III. 審批程序

1. 擬發行中期票據事宜需提交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審議並獲得批准後方可實施。

2. 本次發行最終方案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通知書為準。

本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及時披露中期票據的發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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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現於深圳證券
交易所上市並以人民幣交易的內資股

「《管理辦法》」 指 中國《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1年舉行的來屆股東週年大會

「《章程》」 指 本公司不時修訂的《公司章程》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債券」 指 本公司建議發行的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含
人民幣50億元）的債券

「《募集說明書》」 指 本公司就發行債券出具的《募集說明書》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現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並以港元交易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期票據」 指 本公司建議發行的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的中
期票據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
 商協會」

指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

「專業投資者」 指 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專業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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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證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股份」 指 A股和H股，或按文義所需，指兩者之一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1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