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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20)-04-117 

受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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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航发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

律师见证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公告。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的日期、地点、表决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及登记办

法、联系人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在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举行。会议由公司独立董事

赵晋德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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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

文件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4 名，持有公司 1,065,468,920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7.3574%。对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由本所律师验证其股东资格；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

统提供方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股东资格。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

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进行了表决。现场投票结束后，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见证律师清点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同时，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不含）股份的股东之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根据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合法获得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64,531,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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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二、《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64,482,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16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0%；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064,531,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四、《关于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64,531,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五、《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64,531,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六、《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1,064,718,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17,29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3%。 

七、《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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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064,718,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17,29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3%。 

八、《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 1,064,718,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九、《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同意 114,056,7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177%；反对

3,992,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14,056,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177%；反对 3,992,7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上述议案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

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关于<2014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64,531,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十一、《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内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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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064,718,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17,29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3%。 

十二、《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064,482,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16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0%；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17,063,5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7%；反对 16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7%；弃权 825,7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6%。 

十三、《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南方公司受让南方宇航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

上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7,299,4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17,299,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5%；反对 11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3%。 

审议上述议案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

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四、《关于选举颜建兴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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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064,486,37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7%；反对

343,7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弃权 63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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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未

经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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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郭  斌            

 

经办律师：赖  熠            

 

袁金梅            

 

                            2020 年 5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