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麼，人民幣到目前為止，國際影響
力究竟如何？如果從IMF和環球同業銀
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公布的數據
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仍然差強人

意，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人民幣在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體系中所
佔的比重為10.92%，與美元41.73%和歐元30.93%的佔
比相距甚遠，只略強於日圓 8.33%和英鎊 8.09%的佔
比。其次，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的佔比近年
來一直不高，即使最近有所突破，但佔比仍然不到
2.5%，不僅與美元佔比近六成及歐元佔比兩成天差地
別，甚至與日圓和英鎊都有較大差距，只與加元、澳
元和瑞士法郎相當。再次，人民幣在國際支付貨幣體

系中的佔比也僅只有不到2.5%，雖然號稱全球第五大
支付貨幣，但卻難望美元和歐元各佔 38%份額的項
背，也與日圓和英鎊存在一定差距。

更應該看到，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制之下，人民幣
與美元、歐元的差距不僅是數量上的距離，更為主要
的在於美國和歐盟左右了現有的國際貨幣機制和全球
金融秩序，因此，人民幣最終要實現趕超歐元、比肩
美元的目標，根本之道在於突破現有的國際貨幣體制
的束縛，甚至另起爐灶。

人民幣影響日益擴大
雖然人民幣追趕歐元比肩美元的道路仍然十分漫

長，目前似乎還看不到希望，但人民幣的影響力日益

擴大則是不爭的事實。2020年，全國人民幣跨境收付
金額合計 28.38 萬億元，同比增長 44.3%。其中收款
14.1萬億元，同比增長40.7%；付款14.28萬億元，同
比增長 48.1%。收付比為 1:1.01，淨流出 1857.87 億
元，2019 年為淨流入 3605.28億元，人民幣跨境收付
佔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金額的比重為47.4%，創歷
史新高，較上年增長9.28個百分點。

特別需要強調，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實際地位和影響
力可能比IMF和SWIFT公布出來的數據要高得多。為
什麼會得出如此結論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IMF和
SWIFT統計本身存在局限性，這兩個系統只計算到了
一部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佔比份額，至於中國、俄羅
斯、伊朗等多國的人民幣國際結算就無法統計進去，
譬如，伊朗作為石油出口大國，已經將人民幣作為其
石油出口的結算貨幣，美元被逐出伊朗石油結算體系
之外。中國所建立的人民幣國際結算系統（CIPS）則
存在更大規模的人民幣結算數量，顯然，如果IMF
和 SWIFT 將這些國家的人民幣跨境結算數額納入其
中，那麼，人民幣國際支付地位必將會大幅提升。

此外，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功能也在不斷提升。
據報道，全球30%的央行打算在未來24個月內增加人
民幣的儲備份額。同時，還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國家已
經準備將人民幣納入國家儲備貨幣的計劃。與此同
時，人民幣正被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者所青睞，今年

以來，國際投資者用人民幣直接投資規模高達近4萬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7%。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公布一組數據
很有參考價值，這組數據或許能夠從另外一個側面佐
證人民幣的真實國際地位情況：在去年四季度裏，人
民幣國際化指數，英文簡稱是 RII，分別為 4.10、
5.19、5.14 和 5.02。總的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指數顯
著增加，並保持在較高的水平。2020年，年度RII最
終定為 5.02，比上年同期增長 54.2%。而同期五大國
際貨幣之四又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歐元國際化指數
出現下降的情況，由 29.84 下降到 26.17，美元則從
49.53漲到51.27，日圓從3.34漲到4.91，英鎊從4漲到
4.15。可以看出，RII的5.02要比日圓和英鎊的國際化
指數高出一些。這也就是說，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躍
升至第三，成功超越了位於前面的幾個貨幣。

顏安生

責任編輯 黃兆琦 陳薇 美編 劉定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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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

金融
瞭望

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新認識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問題一直備受國際金融市場關注，事實上，近二十年
來，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在不斷擴大，
特別是2016年人民幣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一籃子精英
貨幣體系，令到人民幣國際化躍升到了一個新台階。然而，有一個必須正視
的事實是：人民幣與美元等國際貨幣相比較，國際地位落差巨大，相對於中
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完全不能夠匹配。

人民幣獲國際投資者青睞。 資料圖片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1-6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
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实际参加会
议的董事 13 人。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通讯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上的《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
编号：2021-70）。

议案二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财务公司将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日最高存款余额不高于
200 亿元的存款服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120 亿元的授信及相
关信贷服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200 亿元的汽车金融服务以
及其他金融服务。

关联董事朱华荣先生、谭小刚先生、张博先生、刘刚先生、
张德勇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同
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关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
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7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三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公司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汽车金融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汽车金融公司将为公司提供日最高存款余额不高于 150 亿
元的存款服务、最高总额为 40 亿元的汽车金融个人消费信
贷贴息业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60 亿元的汽车金融服务以及
其他金融服务。

关联董事朱华荣先生、谭小刚先生、张博先生、刘刚先生、
张德勇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同
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关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7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四  关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议案五  关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详细内

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议案六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1-73）。

议案七  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 A 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6.66 元 / 股调整为 4.54 元 / 股。
因董事长朱华荣先生、董事王俊先生、张德勇先生属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受益人，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74）。

议案八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由于原 11 名激励对象发生职务调动、离职等情形，已

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共 740,000 股，因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的实施，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调
整后的数量为 1,036,000 股（占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的
0.9712%，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36%），并由公司回购
注销。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上述 11 人中：5 人持有的 308,700

股按照授予价格（调整后为 4.54 元 / 股）回购注销；6 人持
有的 727,300 股按授予价格（调整后为 4.54 元 / 股）加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
销。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
相关规定。

因董事长朱华荣先生、董事王俊先生、张德勇先生属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受益人，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7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九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总

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最终规模以监
管机构获准注册规模为准）。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预案》（公告编号：2021-
7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拟定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上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1-7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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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1-7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

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安汽车、长安 B 股票代码 000625、20062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黎军
联系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60 号

电话 023-67594008
传真 023-67866055

电子信箱 cazqc@changan.com.cn

2.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6,784,631,899.07 32,781,657,479.10 32,781,657,479.10 7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729,245,208.60 2,602,166,402.68 2,602,166,402.68 -3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39,756,972.08 -2,616,888,301.47 -2,616,888,301.47 12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7,698,826,870.37 6,912,586,693.60 6,912,586,693.60 156.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2 0.54 0.54 -4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22% 5.74% 5.74%
减少 2.52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0,457,601,160.37 120,915,805,349.52 118,265,186,394.85 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54,145,677,385.61 53,410,193,236.09 53,410,193,236.09 1.3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为使公司会计核算更加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公司政府补
助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由总额法变更为净额法，详见《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3）。

3.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6,4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8% 1,021,502,890 93,457,944

无质押、
标记或冻

结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8% 803,844,571 2,764,486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12% 332,905,636 186,915,88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4.31% 234,265,333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7% 183,516,907 -
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3% 154,120,237 -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0.82% 44,821,460 -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67% 36,556,389 -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54% 29,348,253 -

CAPE ANN GLOBAL 
DEVELOPING MARKETS 

FUND
境外法人 0.42% 22,637,312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
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曾参与转
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截至报告期末，未出借任何

股份。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法定代表人：朱华荣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1-7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董事会研究，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17 日下午 2：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9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7 日 9：15 － 15：0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表决
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 2021 年 9 月 10 日
B 股股东，应在 2021 年 9 月 7 日（即 B 股股东能参会的

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 出席对象： 
（1）截止到 2021 年 9 月 1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式详见附件
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 会议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 号金融城 2 号 T2

栋 3722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4. 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5.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变更的议案
6.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7.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

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第 1、2 项提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 3 项提案为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
会方可进行表决。

第 6、7 项提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2.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

3.00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
5.00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变更的议案 √
6.00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
7.00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 登记方式：本地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各位股东请提
交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
授权代理人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授权人证券帐户卡、身份
证复印件、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2021 年 9 月 14 日下午 5：30 前。
3. 登记地点：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4. 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法人股东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登记

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

人出席。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
证。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
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股东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股东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东为法人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
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和法人代表证明书。

5. 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黎军
（2）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60 号长安汽车

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86）023——67594008
（4）联系传真：（86）023——67866055
（5）电子邮箱：cazqc@changan.com.cn
6. 会议费用：到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对于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
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
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七、疫情防控要求
1. 近 14 日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城市和有新增（近

14 日内）本土疫情地区及其所在城市旅居史的股东不能现
场参会，建议以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股东权利。

2. 近 14 日内有渝外旅居史的股东现场参会需持 72 小时内
的两次核酸检测报告（两次检测需间隔 24 小时以上）。

3. 会议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4. 所有现场参会股东需现场签署《防疫承诺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360625、“长安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 : 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上述非累计投票提案

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1 年 9 月 17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

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7 日（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9:15- 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
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
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格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

席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2.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3.00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

5.00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变更的议案 √

6.00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

7.00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

注：每项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
选择一项，用“√”符号填写，若涂改或以其它形式填写
的均为废票。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2021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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