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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C Holdings plc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謹訂於 201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正假座 Queen Elizabeth II Conference
Centre, Broad Sanctuary, London SW1P 3EE 舉行股東周年大會，藉以省覽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其中第 1
至 7 項、第 9、11 及 13 項決議案將提呈為普通決議案；而第 8、10、12 及 14 項決議案則將提呈為特別決議案。

1. 年報及賬目 *
省覽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董事會報告和核數師報告。

2. 董事薪酬報告 *
通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董事薪酬報告（載於《年報及賬目》第 285 至 321 頁，不包括第 288 至
301 頁的董事薪酬政策）。

3. 董事薪酬政策 *
通過董事薪酬報告第 288 至 301 頁所載的董事薪酬政策，該報告載於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及賬目》。

4. 選舉及重選董事 *
就選舉下列董事分別提呈決議案：
(a)

卡斯特；

(c)

梅爾莫；及

(b)

利蘊蓮；

(d)

華爾士。

就重選下列董事分別提呈決議案：
(e)

安銘；		

(l)

李德麟；

(f)

祈嘉蓮；

(m)

利普斯基；

(g)

史美倫；

(n)

駱美思；

(h)

埃文斯勳爵；

(o)

麥榮恩；

(i)

費卓成；

(p)

苗凱婷；

(j)

范智廉；

(q)

繆思成；及

(k)

歐智華；

(r)

施俊仁。

5. 續聘核數師 *
續聘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為本公司核數師。

6. 核數師費用 *
授權集團監察委員會釐定核數師費用。

7. 授權配發股份 *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董事，按照並就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51 條之規定，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
配發本公司股份及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權利，數額為：

* 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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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面值總額最高達 1,970,797,386 美元（惟有關金額須受以下限制：若有根據本決議案第 (b) 或 (c) 段配發股
份或授出權利，則根據本決議案第 (a) 及 (b) 段配發或授出的總額不得超過 3,284,662,309 美元，而根據第
(a)、(b) 及 (c) 段配發之金額不得超過 6,569,324,618 美元），此項授權包括根據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業務
的僱員股份計劃所載條款，配發普通股及可認購普通股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普通股的權利；及

(b) 面值總額最高達 3,284,662,309 美元（惟有關金額須受以下限制：若有根據本決議案第 (a) 或 (c) 段配發股
份或授出權利，則根據本決議案第 (a) 及 (b) 段配發或授出的總額不得超過 3,284,662,309 美元，而根據第
(a)、(b) 及 (c) 段配發之金額不得超過 6,569,324,618 美元），內容涉及：
(i)

向以下人士提出要約或邀請：
(A) 普通股持有人，且按彼等所持普通股數目的比例（或盡量按比例）計算；及
(B) 其他證券、債券、公司債券或認股權證之持有人，且彼等為（根據所附權利）有權參與或董事
認為有必要參與上述要約或邀請者，
但均須受下述各項規限：董事就紀錄日期、零碎股份、庫存股份或預託證券所代表證券，或鑑於任
何地區之法律或監管機構或證券交易所規定所設之任何限制、責任、實際問題或法律問題或出於其
他原因，認為必要或適當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及

(ii)
(c)

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而實施之任何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及

包含面值總額最高達 6,569,324,618 美元的股權證券（定義見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60 條）（惟有關
金額須受以下限制：若有根據本決議案第 (a) 或 (b) 段配發股份或授出權利，則根據本決議案第 (a)、(b) 及
(c) 段配發的總額不得超過 6,569,324,618 美元），內容涉及向以下人士提出供股：
(i)

普通股持有人，且按彼等所持普通股數目的比例（或盡量按比例）計算；及

(ii)

其他證券、債券、公司債券或認股權證之持有人，且彼等為（根據所附權利）有權參與或董事認為
有必要參與上述發行或邀請者，

但均須受下述各項規限：董事就紀錄日期、零碎股份、庫存股份或預託證券所代表證券，或鑑於任何地
區之法律或監管機構或證券交易所規定所設之任何限制、責任、實際問題或法律問題或出於其他原因，
認為必要或適當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及
(d) 面值總額最高達 150,000 英鎊（形式為 15,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英鎊的非累積優先股）、150,000 歐元
（形式為 15,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歐元的非累積優先股），以及 150,000 美元（形式為 15,000,000 股每
股面值 0.01 美元的非累積優先股）
惟先決條件為：除非根據本決議案第 (b)、(c) 及 (d) 段配發股份或授出權利，又或根據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業
務的僱員股份計劃所載條款配發股份或授出權利，否則董事根據此項授權以全部現金方式配發之股份或授出可
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之面值總額，不得超過 985,398,693 美元（相當於 2016 年 3 月 4 日
已發行普通股約 10%）。此項授權將於 2017 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營業
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如此，此項授權容許本公司於此項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或訂立協
議，而據此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此項授權失效後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
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視乎情況而
定），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 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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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

#

動議待本大會通告所載第 7 項決議案獲得通過後，按照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70 及 573 條之規定，授權
董事根據本大會通告第 7 項決議案所賦予的權力或以出售庫存股份的方式以現金配發股權證券（定義見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560 條），猶如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61(1) 條不適用於該項配發或出售，惟此項權力
將於 2017 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
效。儘管如此，此項權力容許本公司於此項權力失效之前提出要約或訂立協議，而據此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此項
權力失效後配發股權證券，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股權證券，猶如所獲權力尚未失效。

9. 將任何購回股份加入一般授權以配發股份 *
動議擴大本大會通告第 7 項決議案第 (a) 段賦予董事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
本公司股份的權利，以納入本公司根據本大會通告第 10 項決議案所批授權而購回若干數目的本公司股本中每
股面值 0.5 美元的普通股，惟此舉不得導致根據本大會通告第 7 項決議案第 (b) 及 (c) 段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
股份或可將證券轉換為股份的授權有所增加。

10. 本公司購回普通股

#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本公司，按照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701 條之規定，根據董事不時釐定之條款及
方式在市場購回（定義見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693 條）每股面值 0.5 美元的普通股（「普通股」），惟：
(a)

獲授權購回之普通股總數最多為 1,970,797,386 股普通股；

(b) 就每股普通股支付之最低價格（未計費用）為 0.5 美元，或用作購回之貨幣等值金額，金額之計算乃參照
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即倫敦之銀行照常營業，經營一般銀行業務之日子）上午 11 時正
或前後（倫敦時間）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於倫敦外匯市場就該種其他貨幣買入美元所報之現貨匯率；
而在每種情況下，有關匯率以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一名高級職員確切核證者為準；
(c)

就每股普通股支付之最高價格（未計費用）為 (i) 最接近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之平
均中間市場報價（按倫敦證券交易所每日正式牌價表所示計算）之 105%，或 (ii) 最接近訂約購回普通股
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平均收市價之 105%，以兩者的較低者為準；而
在每種情況下，均須兌換（如適用）為進行購回之有關貨幣，金額之計算乃參照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
前一個營業日上午 11 時正或前後（倫敦時間）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於倫敦外匯市場就購買該種貨幣之
現貨匯率報價及╱或匯價計算；而在每種情況下，有關匯率以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一名高級職員確切
核證者為準；

(d) 除非先前已撤銷或更改此項授權，否則此項授權將於 2017 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及
(e)

本公司可於此項授權失效之前根據此項授權訂立購回普通股之合約，而該合約將會或可以於授權失效之
後全部或部分完成或執行，且本公司可依據任何該等合約購回普通股，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11. 就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以配發股權證券之額外授權 *
動議除根據本大會通告第 7 項決議案批出授權（如獲通過）之外，亦按照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51 條一般
性及無條件授權董事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權力，在董事認為需要根據董事所釐定的條款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或
有可轉換證券將於指定情況下自動轉換或交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藉以使集團遵守或維持不時適用的監管規定
資本水平或目標時，就本公司或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司發行任何或有可轉換證券一事，配發本公司股份及授出

* 普通決議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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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from time to time and otherwise on terms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s, and such authority shall
expire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to be held in 2017 or at the close of business
on 30 June 2017, whichever is the earlier, save that this authority shall allow the Company before the expiry of this
authority to make offers or agreements which would or might require shares to be allotted or rights to subscribe for, or
to convert any security into, shares to be granted after such expiry and the Directors may allot shares or grant rights to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的權利，面值總額最高達
1,970,797,386
美元。有關授權
subscribe
for, or to convert any security into, shares (as the case may be) in pursuance
of such offers or
agreements as
將於
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
if
the 2017
authority
conferred hereby had not expired.
效。儘管如此，本授權容許本公司於此項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或訂立協議，而據此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此項授
12.
Limited disapplication of pre-emption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issue of Contingent Convertible Securities#
權失效後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的權利，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ower contained in Resolution 8 set out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is meeting and subject to
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視乎情況而定）
，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the passing of Resolution 11 set out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is meeting, the Directors be and are hereby empowered
pursuant
to sections 570 and 573 of the UK Companies Act 2006# (the “Act”) to allot equity securities (within the
12. 就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而有限度地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
meaning of section 560 of the Act) for cash either pursuant to the authority granted by Resolution 11 set out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is meeting
or by way of a sale of treasury shares as if section
561(1) of the Act did not apply to any
動議除本大會通告第
8 項決議案所述權力外，以及待本大會通告所載第
11 項決議案獲得通過後，亦按照英國
such allotment or sale, provided that this power shall expire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2006 年公司法》第 570 及 573 條的規定，授權董事根據本大會通告第 11 項決議案所授予的權力或以出售庫
Company to be held in 2017 or at the close of business on 30 June 2017, whichever is the earlier, save that this power
存股份的方式，配發股權證券（定義見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60
年公
shall
allow the Company before the expiry of this power
to make offers
or 條）以換取現金，猶如英國《2006
agreements which would or might require
司法》第
561(1)to條不適用於該項配發或出售，惟此項權力將於
2017
equity
securities
be allotted after such expiry and the Directors may
allot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equity securities in pursuance of such offers
or
agreements
as
if
the
power
conferred
hereby
had
not
expired.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如此，此項權力容許本公司於此項權力失效
之前提出要約或訂立協議，而據此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此項權力失效後配發股權證券，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
13. Renewal of scrip dividend authority*
協議配發股權證券，猶如所獲權力尚未失效。
THAT the Directors be and are hereby empowered:

13. 更新以股代息授權
(a)
to exercise the power*conferred upon them by Article 157.1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s from
time to time varied) so that, to the extent and in the manner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s, the holders of ordinary
動議授權董事：
shares of US$0.50 each (“Ordinary Shares”) be permitted to elect to receive new Ordinary Shares, credited as fully
paid instead of all or part of any dividend (including interim dividends) declared up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nual
(a) 行使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157.1 條（經不時修訂）授予彼等之權力，允許每股面值 0.5 美元之普通股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to be held in 2019;
（「普通股」）持有人，可按董事釐定之範疇和方式選擇收取入賬列為繳足股款之新普通股，以代替將於
(b) to
capitalise
from time to time the appropriate nominal amount or amounts of new shares of the Company falling
2019
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前所宣派之任何股息（包括各次股息）的全部或部分；
to be allotted pursuant to elections made under the Company’s scrip dividend scheme out of the amount or
standing to the credit of any reserve account or fund of the Company, as the Directors may determine,
(b) amounts
因應本公司以股代息計劃下作出之選擇所須配發本公司新股的適當面值金額，按董事之決定不時自本公
to apply that sum in paying up in full the relevant number of such new shares and to allot such new shares or, as
司任何儲備賬或資金之進賬金額中撥資，用以繳足相關數目新股之股款，以及配發該等新股或（如適用）
applicable, to sell Ordinary Shares that are held in treasury by the Company, to satisfy such elections; and
出售本公司之庫存普通股，以配合就該等選擇配發新股之需要；及
(c) generally to implement the Company’s scrip dividend scheme 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Directors may
time to time determine and to take such other actions as the Directors may deem necessary or desirable
(c) from
按董事不時釐定之條款及條件全面實行本公司之以股代息計劃，並採取董事不時就本公司之以股代息計
from
time
to time in respect of the Company’s scrip dividend scheme.
劃視為必要或適宜的其他行動。
#
14.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14. 股東大會通知
THAT the Company hereby approves general meetings (other th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being called on a minimum
動議本公司批准股東大會（不包括股東周年大會）可在發出不少於
14 整日之通知後召開。
of
14 clear days’ notice.

承董事會命
By
order of the Board

集團公司秘書長
B J S Mathews
Group
馬振聲Company Secretary

18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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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bout the 201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股東周年大會資料
Venue
會場
The AGM will be held at the Queen Elizabeth II Conference Centre (“QEII Centre”) which is located on Broad Sanctuary
2016
年股東周年大會將於
Queen
Elizabeth
Conference
Centre
（「QEIIThe
Centre」
）舉行，會場位處倫敦
in
Westminster,
central London
and can
easily beII reached
by public
transport.
full address
is Broad Sanctuary,
市中心 Westminster
之 Broad
Sanctuary，公共交通便利（地址全寫為
Broad Sanctuary, Westminster,
Westminster,
London SW1P
3EE. A location
map is below.
London SW1P 3EE），其位置如下文地圖所示。
Refreshments will be available prior to the AGM. Take-away lunch bags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catering area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GM.
股東周年大會舉行前將有餐點供應。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餐飲區亦會提供外帶食物袋。

Access
The
QEII Centre is accessible by wheelchair. The auditorium is fitted with an induction loop.
輔助設施
QEII
Centre
設有供輪椅使用之設施，而會議廳亦設有通道供輪椅出入。
To
help
us ensure
the AGM is fully accessible to all shareholders, please contact Nickesha Graham-Burrell, Senior
Assistant Company Secretary (telephone +44 (0)20 7992 3633, email nickesha.graham-burrell@hsbc.com) if you have
我們會盡力確保股東周年大會的會場方便所有股東出席會議，閣下如需使用任何特別設施或有其他需要，請
any
particular access or other needs.
聯絡高級助理公司秘書 Nickesha Graham-Burrel（電話：+44 (0)20 7992 3633，電郵：nickesha.grahamSecurity
burrell@hsbc.com）
。
Security checks will be carried out on entry to the AGM. Shareholders are reminded that cameras and recording
equipment
保安事宜 will not be allowed and all mobile telephones must be switched off or set to silent. Shareholders are
encouraged to leave coats and bags in the cloakroom provided.
股東周年大會的入口將設有保安檢查。股東務請注意，不可攜帶攝影機及攝錄器材進場，而且所有流動電話必
To
ensure optimum security within the auditorium, please note that you will be provided with a wristband once you
須關掉或設定為靜音模式。股東應將外套及手提包寄存於大會提供的衣帽間。
have been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s at the venue. You must show your wristband to gain entry to the AGM.
務請注意，為確保會議廳的安全，閣下在通過會場的保安檢查後將獲發一個手環，而且在進入股東周年大會的
Attendance and voting
會場時必須出示此手環。
Pursuant to the Uncertificated Securities Regulations 2001 (as amended), changes to entries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maintained in England (the “Principal Register”) or either the Hong Kong or Bermuda
出席及投票
Overseas Branch Registers of the Company (the “Branch Registers”), as appropriate, after 12.01am (London time) on
Thursday,
21 年無股票證券條例》
April 2016 or 12.01am
(London time)
on the年day
before12
the時day
of any adjourned meeting
根據《2001
（經修訂）
，於 2016
4 月immediately
21 日星期四凌晨
1 分（倫敦時間）或最接近
(as the case may be) shall be disregarded in determining the rights of a member to attend or vote at the AGM or
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舉行日期前一日凌晨 12 時 1 分（倫敦時間）之後在英格蘭存置之本公司主要股東
any adjourned meeting (as the case may be). Accordingly, a member entered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or the Branch
名冊（「主要股東名冊」
）或本公司香港或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
）（如適用）所載事項如有任何變
Registers
at 12.01am (London
time) on Thursday, 21 April 2016 or 「股東分冊」
12.01am (London
time) on the day immediately
更，於決定股東是否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或在會上投票時概不受理。因此，
before
the day of any adjourned meeting (as the case may be) shall be entitled to attend and vote at the AGM or any
adjourned
(as the case may
respect of the number of such shares entered against the member’s name
於 2016 年meeting
4 月 21 日星期四凌晨
12 be)
時 1in分（倫敦時間）或最接近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舉行日期前一日凌
at
that
time.
晨 12 時 1 分（倫敦時間）名列主要股東名冊或股東分冊之股東，均有權就當時其姓名旁邊所記載之股份數目，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並在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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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
股東周年大會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亦即是親身出席或由委任代表代為出席的股東，均可就所持每股股份投
一票。
如任何股份由聯名登記股東持有，則在收到名列在先之股東（不論親身或由委任代表）投票後，將不再接受其
餘聯名股東之投票。就此而言，股東排名先後將以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名冊或股東分冊（如適用）所載次序為
準。投票結果將於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委派代表
閣下有權委派股東周年大會主席或選派其他人士出任委任代表，以代表閣下出席大會及於會上發言和投票。委
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閣下可委任一名以上委任代表，前提是每名委任代表均獲委任以行使閣下所持不同
股份（一股或多股）附帶的權利。倘若閣下需要額外的代表委任表格，可影印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正本或要求
我們的股份登記處向閣下發送額外表格（股份登記處地址請參閱下文「如何提交代表委任表格」一節）。
本文件隨附代表委任表格，股東亦可登入 www.hsbc.com/proxy 在網上取得該表格（敬請填寫英文版之代表委
任表格，中文版僅供參考）。
無論閣下是否準備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務請按照代表委任表格所載之指示填妥並交回該表格。閣下填妥並交回
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如何提交代表委任表格
代表委任表格須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前（倫敦時間）或任何續會舉行時間不少於 48 小時
前交回。
閣下可登入 www.hsbc.com/proxy，然後輸入股東參考編號及個人密碼，以電子形式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個人
密碼已列印於閣下的代表委任表格上，或已透過電郵發送予閣下（如閣下已登記電郵地址作收取電子通訊用
途）。
另外，閣下可將填妥之代表委任表格送往下列地點：
• Computershare Investor Services PLC，地 址 為 PO Box 1064, The Pavilions, Bridgwater Road, Bristol
BS99 6BD, United Kingdom；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室；或
• 百慕達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地址為 Investor Relations Team, HSBC Bank Bermuda Limited,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經CREST持有股份的股東，可透過CREST代表投票系統交回委任代表的指示（請參閱下文「CREST」一節）
。
已填妥之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已簽署的任何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認證或以董事會批
准之若干其他方式認證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前（倫敦時間）
或任何續會舉行時間不少於 48 小時前送達本公司股份登記處（股份登記處地址請參閱上文），方為有效。任何
有關委任代表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均不得以電子形式遞交，而須按照上述方式送達，方為有效。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問
如閣下擬在股東周年大會上處理一個或多個提問，請填寫及交回第 31 頁的表格，或透過電郵將問題送交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閣下有權就股東周年大會的討論事項提問，惟本公司在下列情況下毋須回答有關提問：(a) 回答提問會對股東
周年大會的籌備工作構成不必要的干擾或涉及機密資料的披露；(b) 有關答覆已以問答方式載於網站上；或 (c)
回答有關提問並不符合本公司的利益或會影響股東周年大會的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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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直播
股東周年大會實況將於 www.hsbc.com/agmwebcast 網上直播，而相關錄像將保存至 2016 年 5 月 22 日以供
瀏覽。

CREST
CREST 會員可根據 CREST 會員手冊所述程序，透過 CREST 電子代表委任服務委任一名或以上代表出席股東
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CREST 個人會員或其他 CREST 保證會員及已委任投票服務商的 CREST 會員，應諮
詢其 CREST 保證人或投票服務商，由其代為採取適當行動。
為使透過 CREST 委任代表或作出的指示得以生效，須有一個根據 Euroclear UK & Ireland Limited 指定規格妥
為核實的適當 CREST 訊息（「CREST 代表指令」），同時該指令的內容須包含 CREST 會員手冊所述此等指令的
必要資料。該訊息（無論是否構成委任代表或修訂給予先前委任代表之指示）須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上
午 11 時正前或任何續會舉行時間不少於 48 小時前傳送給發行人代理（識別號碼 3RA50）接收，方為有效。
就此而言，接收時間將以發行人代理依照 CREST 所指定的方式向 CREST 查詢而能檢索有關訊息的時間（按照
CREST 應用主機於有關訊息上記錄的時間戳印釐定）為準。於此時間後，向透過 CREST 委任之代表發出之指
示如有任何變更，必須透過其他途徑與受委人士聯絡。
CREST 會員及（如適用）其 CREST 保證人或投票服務商應注意，Euroclear UK & Ireland Limited 並不為任何
特定訊息在 CREST 設立特別處理程序。因此，輸入的 CREST 代表指令須遵照正常的系統時間及限制。有關
CREST 會員有責任採取必要的行動（如有關 CREST 會員是 CREST 個人會員或保證會員或已委任投票服務商，
則有責任促使其 CREST 保證人或投票服務商採取必要的行動），以確保訊息在任何特定時間之前透過 CREST
系統傳送。就此而言，CREST 會員及（如適用）其 CREST 保證人或投票服務商，應特別參閱 CREST 會員手
冊中有關 CREST 系統及時間各項實際限制的章節。
根據《2001 年無股票證券條例》
（經修訂）第 35(5)(a) 條，倘若本公司實際上知悉下列情況，可將 CREST 代表
指令視為無效：
• 指令資料不正確；
• 表明已發送指令的人士實際上並無發送指令；或
• 代表有關股東發送指令的人士並無獲得授權行事。

獲提名人士
任何人士如交由另一名人士代其持有股份，但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146 條獲提名接收本公司所發出
的通訊（「獲提名人士」），則無權委任代表。獲提名人士倘與代彼等持有股份的登記股東達成協議，亦有權被
委任（或委任其他人士）為委任代表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另外，倘若獲提名人士並不享有該項權利或不擬行
使該項權利，彼等亦有權根據該協議指示持有股份的人士於股東周年大會上行使投票權。
獲提名人士之主要聯絡人仍為登記股東（例如股票經紀、投資經理、託管人或管理投資的其他人士）。有關獲
提名人士的個人資料及持股量（包括任何相關管理事宜）的任何變更或查詢，必須繼續交由登記股東而非本公
司的股份登記處負責處理。除非本公司乃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行使其中一項權力，直接致函獲提名人
士要求作出回應，則屬例外。

法團代表
任何身為股東的法團均可委任一名或多名法團代表代其行使股東的一切權力，惟法團委任超過一名法團代表
時，不得就相同之股份（一股或多股）委任超過一名代表。所有出席大會的法團代表均應帶備書面委任證明，
例如由有關法團確認委任事宜的董事會決議案經核證副本或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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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要求在網站刊登審計事宜的權力
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27 條，符合該條所載基本規定的股東可要求本公司在其網站上刊登聲明，列
明股東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出與審計本公司賬目（包括核數師報告及審計之進行）有關而須於股東周年大會
舉行前提交的任何事宜，或有關本公司核數師自提交年度賬目及報告的前次會議起不再出任本公司核數師的任
何情況。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27 或 528 條之規定，本公司不得因股東要求在網站刊登有關聲明而
要求股東支付所需費用。倘若本公司須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27 條之規定在網站刊登聲明，須在不
遲於有關聲明在網站刊登的時間，將有關聲明送達本公司之核數師。在股東周年大會上可能處理的事項，包括
本公司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 527 條之規定在其網站上刊登的任何聲明。
閣下如對所持股份有任何一般查詢，請聯絡有關股份登記處，地址載於第 25 頁。

於本公布發表之日，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范智廉、歐智華、安銘†、祈嘉蓮†、史美倫†、卡斯特†、埃文斯
勳爵 † 、費卓成 † 、方安蘭 † 、李德麟 † 、利蘊蓮 † 、利普斯基 † 、駱美思 † 、麥榮恩、苗凱婷 † 、繆思成、駱耀文爵士 † 、
施俊仁 † 、梅爾莫 † 及華爾士 †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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