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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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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件、

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

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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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日期已达 20 日。 

2018 年 5 月 4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以下简称“《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载明，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永泰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2.41 %的股份）书面提交的临时提案，提请在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增加《关于公司合资设立海南泰垦体育旅游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除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其他各项事宜不变。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

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6 层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具体为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 9:15-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7,905,244,342 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62%，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材料，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801,840,0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64%。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

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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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03,404,24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4.98%。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了 12 项议案，各项议案均属于

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增加临时提案的

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5,214,24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股数 30,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同意，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5,214,24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股数 30,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同意，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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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5,199,44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反对股数 44,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同意，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5,199,44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反对股数 44,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同意，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5,145,24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股数 99,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同意，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793,660,472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5%；反对股数 99,10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5,204,94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股数 39,4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同意，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793,720,172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99.9950%；反对股数 39,40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877,912,5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股数 39,4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所涉事项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回避了表

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27,292,382股不计入本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同意，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793,720,172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对股数 39,40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债转股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877,907,0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股数 44,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所涉事项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回避了表

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27,292,382股不计入本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同意，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793,714,672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反对股数 44,90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897,534,992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4%； 

反对股数 7,709,35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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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4%同意，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786,050,222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87%；反对股数 7,709,35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13%；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896,547,93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9%； 

反对股数 8,696,40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1%；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9%同意，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904,227,1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 

反对股数 1,017,1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同意，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合资设立海南泰垦体育旅游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877,927,3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股数 24,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所涉事项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回避了表

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27,292,382股不计入本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同意，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793,734,972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反对股数 24,60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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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1%；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五、关于新提案 

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中增加了新提案。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上述新增加提案与原有议案一并表决。表决结果参见本意见书第四部分“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新提案的提出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临时提案的提出

与表决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上海·杭州·北京·深圳·苏州·南京·重庆·成都·太原·香港·青岛·厦门·天津·济南·合肥·郑州·福州·南昌·西安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层，邮编:200120 

电    话: （86）21-20511000；传真：（86）21-20511999 

网    址: http://www.allbrightlaw.com/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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