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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 律 意 见 书 

致：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

所律师出席贵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1772 号苏

泊尔大厦 19 楼会议室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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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

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

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

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

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贵公司可

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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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贵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

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本所律师

核查，贵公司已在上述股东大会通知中对网络投票的投票代码、投票议案号、投

票方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二）会议召开与通知事项的相符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项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实际时间和方式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 20 名，

代表股份数 705,879,274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85.9524%。其中，参加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3 名，代表股份数 674,488,6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2.130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名，代表股份数 31,390,589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8223%。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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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 16 名，代表股份数 38,432,986 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 4.6799%。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外，贵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为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董事会的公告，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

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按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规定进行表决并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

了网络投票结果。 

2、贵公司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进行计票、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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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3）审议通过了《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4）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5）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512,962 股同意，225,092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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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066,674 股同意，225,092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6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SEB S.A.签署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 

表决情况：39,056,150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666,681,904 股

回避，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686,391,499 股同意，19,346,555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

回避，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945,211 股同意，19,346,555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705,738,054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0 股回避，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8,291,766 股同意，0 股反对，141,22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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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该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 Hervé MACHENAUD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701,412,990 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9.3673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 33,966,702 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88.3790%。 

2）选举 Jean-Michel PIVETEAU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701,412,990 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9.36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 33,966,702 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88.379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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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胡振标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潘远彬 

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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