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三亚召开。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经公司聘请指派律师参

加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发表法律

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

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以公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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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

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经查，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通知包括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

召集人、会议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参会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等事项。 

经审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在召开前二十一日发布。公司发出通知的

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8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4 月 17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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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8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9 年 4 月 17 日 15:00 -2019 年 4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地点为：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 53 号君和君泰 1D 栋 4 层

会议室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 

1. 经查验，公司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6 人，代表股

份 350,944,128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1,154,166,218 股的 30.4067%。  

（1）经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

股份 349,380,20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1,154,166,218 股的 30.271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股份 1,563,924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 1,154,166,218 股的 0.1355％。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聘任律师现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 

经查，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 

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监票人、计票人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

和计票。投票活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数据统计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予

以公布。  

经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895,3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7%；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81,8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0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595%；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895,3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7%；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81,8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0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595%；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908,6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99%；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9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95,1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768%；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8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895,3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7%；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81,8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0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595%；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908,6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99%；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9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95,1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768%；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8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895,3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7%；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81,8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0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595%；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5,982,3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909%；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95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81,8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0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595%；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908,6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99%；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9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95,1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768%；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8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908,6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99%；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9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95,1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768%；34,7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4889%；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350,895,3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7%；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281,828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061%；48,0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0595%；8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3%。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以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票数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出具，正本三份，无副本。 



 

（此页无正文，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签字页）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陈岱松 

                                                          . 

      负责人：王  蕾                            梁家雷 

                                                           . 

 

2019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