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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大成 (证 )字 lzO!8】 第 ll3号

致: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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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泽程》

”
)、 《陕西黑

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
《议事规则》

”
)的规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陕西黑猫

”
或

“
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经办律师出席公司 2018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就本次股东大会迸行见证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芦明:

l、 为出具本法律忠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陕西黑猫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

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陕西黑猫如下保证:其己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

本法律总见书所必须的材料,英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等材料均

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材料、复印件等与原始材料一致。

2、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议事

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以及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3、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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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志将本法律志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

并公告,并依法对法律志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 《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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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18年 12月 7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

开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 12月 8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sse oom on)、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 m cn)、 《中国证券

报》和 《上海证券报》上发布了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 12月 lO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唧 see∞ m cn)、 巨

潮资讯网 (咖 oninfo com cn)、 《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报》上发布了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I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⒛18年 12月 Ⅱ 日下午 14点 00分在陕西省韩城市煤

化工业园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上事长

李保平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8年 I2月 25日 。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

时间为 9△99;犭 ,⒐ 301⒈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⒐1515:00。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

规定。



法律惫见书一ˉ陕丙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袼

根据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l、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倩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萤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所律师。

4、 英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

"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共 7人 ,代表股份合计

861阝⒆,320股 ,占公司总股本 △253,684,210股 的“ 71%。 具体情况如下:

1、 现场出席倍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效共“I,368,42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效的胡 71%。

2、 网络出席怯况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l人 ,代表股份 9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7%。

3、 中小股东出席付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2人 ,代表股份

15,000,9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效的 120%。 英中现场出席 I人 ,代表股份

15,000,000股 :通过网络投票 l人 ,代表股份 900股。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檗简称 骰权登记日

A股 601015 陕西黑猫 20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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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掎股凭

证和授权委托书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有权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茔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杲

(一 )本次股东大会申议的提案

根据 《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 《关于增加 20I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内荥古黑猫与汇金物流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投资建设内荥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
“
综合利用焦炉煤气年产 30

万吨甲醇联产 8万吨合成氨项目
”
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9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的议案》。

5、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属董事会普通董事的议案》:

501普通童事候选人李保平 :

5∞ 普通茧事候选人张林兴 ;

50a普通董事候选人刘芬燕 ;

500普通董事候选人贾西平 :

50s普通萤事候选人李联倌 :

5“ 普通董事候选人于宗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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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上事会独立萤事的议案》:

6,01独立±事候选人崔丕汪 ;

6∞ 独立±事候选人陶树生 ;

603独立上事候选人页茜。

7、 《关于第四届普通萤事和监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第四屈独立萤亭津贴的议案》。

9、 《关于换属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901监事候选人范小艺;

9Ⅱ 监事候选人何亿龙 ;

903监事候选人程浪辉。

其中:议案 4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2、 议案 4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

议案;议案 I、 议案 2、 议案 4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5、 议案 6、

议案 9为累积投票议案。

上述议案己经公司萤事会于 《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踏,英会议实际审

议事项与 《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栗和网络投栗的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

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提供网

络投票平台,网络投栗结柬后,上证所信怠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

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现场会议投票表决后,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

结果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公司捉供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

果。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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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2018年度日常夫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犭7,9B9,叼3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9996%:反对 90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杈股份的

o000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股份的 00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 审议通过了 《关于内蒙古黑猫与汇全物流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志 846,3⒆ ,”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

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志 15,000,900股 ,占参与投票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杈股份总效的000%:弃杈 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杈股份总数的 000%。

3、 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内荥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
“
综合利用焦炉

煤气年产 30万吨合成氢项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369,夕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掎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弃

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Ⅱ7,9B9,叼3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杈股

份的 99∞%%;反对 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杈股份的

o000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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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 0ll【l%:反对 9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诀权股份总效的 00004%;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

5、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童事会普通童事的

议案》。

(l) 选举李保平为公司第四届鱼事会普通萤事。

表决情况:同意“1,368,辊 l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B%。

同意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2) 选举张林兴为公司第四届逶事会普通童事。

表决情况:同 志 861,“8,矽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持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 ”蚍%。 同意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

(3) 选举刘芬燕为公司第四届萤事会普通萤事。

表决情况:同意“l,368,辊 l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掎股份的∞ 9q98%。

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4) 选举贾西平为公司第四届堑事会普通萤事。

表决情况:同 志 861,笳8,⒚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持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 ∞98%。 同意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5) 选举李联信为公司第四届萤事会普通萤事 .

表决情况:同 志 861,"8,⒚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掎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 钞98%。 同意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

(6) 选举于宗振为公司第四届童事会普通童事。

表决情况:同意“1,368,矽 1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

同崽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6、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重事会独立童事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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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举崔丕汪为公司第四届上事会独立≡事。

表决情况:同葸“l,"8,4⒛ 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本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2) 选举陶树生为公司第四届上事会独立±事。

表决情况:同 总“I,“8,⒚ l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

同意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3) 选举贾茜为公司第四届±事会独立童事。

表决情况:同志“l,368,佗I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gB%。

同意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

7、 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四届普通茔事和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l,笳8,⒚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杈股

份的 ” 吵98%;反对 90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oo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股份的 00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8、 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四届独立萤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368,匆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掎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9998%:反对 90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o oo∞%;弃杈 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股份的 00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顼议案。

9、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属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1) 选举范小艺为公司第四属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 意 861,“8,⒚0股 ,占 出席会议所持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qq∞98%。 同崽票数己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sO%.

(2) 选举何亿龙为公司第四属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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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861,368,⒚ 1股 ,占 出席会议所持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 |,998%。 同志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本所持股份的 50。/。。

(3) 选举程浪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 意 861,“8,0zl股 ,占 出席会议所持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 9998%。 同总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o/。。

根据表决带况,上述议案均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萼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牵程》、《议事规

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忠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益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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