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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对公司 2018 年月 4 月 13 日召开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予以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审核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

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全过程，验证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听

取了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并监督了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文件，并且依法

对自己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现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大会

表决程序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决议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指定报

刊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列出了大会审议的所有议题，以及会议召开时间、

地点、联系人、股东授权委托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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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如期召开了现场会议，董事长王洪欣主持会议，依次对大

会所有议案进行了报告。 

 

3.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2018 年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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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3日上午9:30

－11:3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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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2 日 15:00 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4 月 9 日。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 

 

二.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

份证明等证实其出席资格。因此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资格是合

法有效的。 

 

2. 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3. 网络投票事宜公司委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根据深圳交易所规定和网

络投票情况予以统计。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由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

式表决。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为 11 人，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 645,953,6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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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有 15 人，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5,014,8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243%。 

综上，经合并统计，出席股东大会（包括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770,968,4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9183%。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2.1 审议关于公司股东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履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

诺的议案； 

2.2 审议关于公司申请注册不超过 30 亿元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

案； 

2.3 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4 审议关于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2.4.1 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申请备案

发行资产支持财产权信托产品 

2.4.2 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

行不超过 5.2 亿元资产支持票据 

2.5 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的议

案。 

 

3. 上述第 2.1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表决同意的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53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152,740,289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3.0369%；反对股份 11,431,4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631％；弃权股份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1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 上述第 2.2 和 2.5 项议案，经表决，表决同意的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7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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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意股份 152,740,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3.0369%；反对股份 11,431,4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

数的 6.9631％；弃权股份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2、2.5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

会通过。 

 

5. 上述第 2.3 项议案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73%，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152,740,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3.0369%；反

对股份11,431,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6.9631％；

弃权股份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3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6.上述第 2.4.1-2.4.2 项议案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如下： 

6.1 上述第 2.4.1 项议案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61%，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25,02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84.9071%；反对

股份 24,778，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5.0929％；

弃权股份 0（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4.1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6.2 上述第 2.4.2 项议案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55%，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140,853,5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85.7965%；反

对股份 23,318,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4.2035％；弃权股份 0（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4.2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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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新提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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