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灘北大晟律輝事勢i折

湖北大晟律師事努所

美千武汲祥尤屯立股紛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奈大会的

法 律 意 見 事

致:武汲祥九屯」2股扮有限公司 :

根据武渓祥九屯並股扮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公司")的委托和

湖北大晟律卿事各所的指派,本律師就公司2019年年度股末大会 (以

下筒称 “本次股木大会")避行法律兄江,現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中準人民共和国涯券法》、 《_ll市 公司股末大会規只J》 、

《武汲祥九屯立股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筒称 “《公司章程》")

的有美規定,出具本法律意見弔 :

力出具本法律意兄■,本律用在列席本次股末大会吋及此前,対

本次股末大会渉及的有美事項避行了市査,井核査和輪江了出具本法

律意見弔所必需的有美文件。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兄事随公司本次股木大会決政一井公告,井

依法対本法律意見ギ承担相皮的責任。

径依法対本次股木大会的召集与召升程序、出席本次股末大会人

員資格、本次股末大会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等重要事項的合法性逃

行核崎后,出具法律意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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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子公司本次股末大会的召集和召升程序

本次股末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波井召升,公 司己千2020年 4月 27

日在 《中国江券扱》、 《_L海江券IFA》 和_上海江券交易所同靖

(http://、nvw.sse.com.cn/)上分男J刊登了 《武浜祥九屯並股分有限

公司美子召升2019年年度股末大会的通知》。根据上述通知内容,公

司己公告了本次股木大会召升吋「自J、 召升地点、召升方式、常波事政、

表決方式、股杖登氾日、咲系人及其咲系方式等内容,公司己按相美

規定対波実的内容避行了充分披露。

本次股奈大会千2020年 5月 18日 10点 00分在公司会波室召升:円絡

投票系統采用上海江券交易所股末大会円絡投票系統,通道交易系銃

投票平合的投票吋同力本次股木大会召牙当日的交易同段,目「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辻互咲同投票平合的投票日寸
‐

1自l力本次股木大会召升当日的9:15-15:00。

本次股末大会会波召升的吋同、地点及其官事項与童事会公告―

致。

本所律帰決力,本次股木大会的召集人及本次股末大会的召集ち

召升程序符合 《中隼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江券法》、

《上市公司股末大会規貝J》 不H《 公司章程》的有美規定。

二、美子出席本次股末大会人員的資格

1、 出席現場会波的股木及委托代理人共3人 ,代表股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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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4,257股 ,占公言]患股本的26.6294%:股京均持有相美持股江[り1,

委托代理人均持有弔面授枚委托■。

2、 根据同絡投票系統服勢机杓提供的数据,本次股ホ大会参 l J llKl

絡投票的股末共81人 ,代表股扮数9,680,825股 ,占公司恵股本的

2.5817%;通辻同絡投票系統参加表決的股末,其身分由同箸投票系統

服各机杓輪江。

3、 出席本次股木大会的股末及委托代理人共84人 ,代表股倫数

109,535,082股 ,占公司恵股本的29。 2111%;其中,中小投資者 (除 公

百1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以及単独或者合汁持有公司5%以上股台

的股末以外的其他股木)共 82人 ,代表股分数10,330,825股 ,占公司

恵股本的2.7551%。

4、 出席、列席本次股末大会的其他人員力公司童事、独立董事、

監事、董事会秘事、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及兄江律師等。

本所律師決力,出席本次股末大会的人員符合 《中学人民共和国

会司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証券法》、 《上市公司股末大会規只J》

和 《公司章程》的有美規定。

三、美千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程序、表決結果

径本所律師的兄江,本次股末大会采取現場投票和国絡投票相姑

合的方式逐項表決。

本次股京大会現場会波対列入本次股末大会波事日程的波案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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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決,井按公司章程規定逃行了]肉
西

EEEL/J、 o

本次股末大会通辻同絡投票系統遊行表決的股末在規定的同絡投

票吋国内行使了表決枚。同絡投票第東后,同箸投票系統服勢机杓向

公司提供了同絡投票的銃汁数据。

径本所律卿核査,本次股ふ大会通逆現場投票和国絡投票相結合

的方式逐項表決結果如下 :

1、 申波通述了 《2019年度童事会工作IFA告 》;100,021,157股 同

意,占 出席会波有表決杖股数的91.3142%,217,000股奔枚 ,9,296,925

股反対 ;

2、 常波通達了 《2019年度監事会工作報告》;100,021,157股 同

意,占 出席会波有表決枚股数的91.3142%,217,000股奔杖 ,9,296,925

股反対 ;

3、 申波通達了 《2019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100,021,157股同

意,占 出席会波有表決枚股数的91.3142%,217,000股奔枚 ,9,296,925

股反対 ;

4、 市波通辻了 《2019年度財勢決算報告》;100,021,157股 同意 ,

占出席会波有表決枚股数的91.3142%,227,000股奔杖,9,286,925股

反対 :

5、 市波通達了 《2019年度利洞分配方案》;100,021,157股 同意 ,

占出席会波有表決杖股数的91.3142%,217,000股 奔杖,9,296,925股

反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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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波通道了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取扱告》;100,021,157股

同意,占 出席会波有表決杖股数的91.3142%,227,000股 奔杖 ,

9,286,925股反対 ;

7、 常波通述了 《美子銭聘公司2020年度申汁机杓的波案》 ;

100,021,157股同意,占出席会波有表決枚股数的91.3142%,227,000

股奔杖,9,286,925股反対 ;

8、 市波通辻了 《美子利用自有困畳資金逃行投資理財的波案》 ;

100,186,557股同意,占出席会波有表決枚股数的91.4652%,227,000

股弁枚,9,121,525股反対 :

9、 常波通辻了 《美子逸挙♯独立董事的波案》 ;

本波案采用累秋投票表決,具体表決結果如下 :

9.01逸挙董耀軍先生力公司ヨト独立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398,171票,表決通辻。

9,02逸挙焼敏先生力公司♯独立董事

表決鈷果 :同意票100,433,742票 ,表決通辻。

9.03逸挙胡俊文先生力公司♯独立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398,174票 ,表決通辻。

9.04逸挙彰振宏先生力公司♯独立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418,193票 ,表決通辻。

10、 市波通道了 《美千逸挙独立董事的波案》 :

10.01逸挙李昆鵬先生力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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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錆果 :同意票100,387,175票,表決通述。

10.02逸挙除雨笙女士力公司独立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387,224票,表決通辻。

10.03逸挙王翔先生力公司独立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422,742票,表決通辻。

11、 市波通辻了 《美子監事会換届逸挙的波案》 ;

11.01逸挙肖世斌先生力公司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416,173票 ,表決通述。

H,02逸挙余斌先生力公司監事

表決結果 :同意票100,451,738票,表決通述。

本所律帰汰力,本次股末大会的表決程序符合 《中学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江券法》、 《上市公司股木大会規スJ》

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数 c

四、錆・iO性意見

家上所述,本所律用決力:公司本次股木大会的召集、召升和表

決程序,本次股末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波人員的資格符合 《中学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江券法》、 《_ヒ市公司股末大会

規只J》 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末大会決波合法有数。

本法律意見弔正本両扮,均具有同等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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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虫力 《湖北人晟律り中事勢|ナi夫 Jl武渓祥花屯Jヒ股倫有限公「ll

2019年 年度股ホ大会的法律意見事》的答署頁,光 |「 文 )

は

劉 柳 :

効 律岬 :

2020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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