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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六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7）-04-101 

受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规定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一、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于 2017年 5月 1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公告

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及

联系人等。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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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投票，2017 年 6 月 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2017年 6月 5日 9:15-15:00。 

5、2017 年 6 月 5 日 9 时，本次股东大会在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

海赋国际大厦 A座 710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晏志勇主持。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及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1、截至 2017 年 5月 2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

证明文件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计 30人，代表股份共计 12,197,800,203 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9.7292%。 

3、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本所律师，列席会议

的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综上，本所认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中国电建·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嘉源·法律意见书 

3 
 

 

三、 会议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没有提出新的临时提

案。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关联方回避了对关联议案的表决。 

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束后，由 2 名股东代表和 1名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

共同清点表决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

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6、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合法获得通过，具体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208,9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6,652,2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1,148,0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

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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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12,197,208,9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208,9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187,8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612,4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88,2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

120,7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7）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88,2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

120,7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8）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5,684,6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6%；反对12,115,5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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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融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82,9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596,6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

120,7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10）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

划及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9,577,827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反对3,451,6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弃

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11）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17年度年报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6,652,2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

556,7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12）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为西昌市小庙乡泸

川天王山大道东地块棚户区改造安置点工程项目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77,8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722,4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为西昌市小庙乡袁

家山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77,8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722,4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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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为成凉工业园区统

规统建村民安置区A地块一期PPP项目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77,8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722,4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为西昌市海南乡棚

户区拆迁安置点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077,8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反对722,4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6）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6,396,6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5%；反对11,403,5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7）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779,1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21,1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8）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6,375,5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3%；反对11,424,6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9）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度薪酬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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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6,375,5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3%；反对11,424,6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0）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208,9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591,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

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6,159,6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5%；反对11,640,5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5,805,3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6%；反对11,994,8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6,159,6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5%；反对11,640,5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弃权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4）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85,684,68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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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006%；反对11,994,81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弃权120,7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25）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纲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7,679,503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20,700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仅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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