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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电股份”或“公司”）委托，指派彭亚峰、郑多律师（以下简称“承

办律师”）担任吉电股份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特别法律顾问，出席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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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并结合《吉

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而出具，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投票

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发表意见。 

 

第一节  律师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以前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2．在本法律意见书的制作过程中，承办律师已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审查。 

3．承办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得到吉电股份的承诺和保证，即

公司向承办律师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隐瞒、虚假、遗漏

和误导之处，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吉电股份为进行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

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5．承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吉电股份进行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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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文件，随其他相关材料一起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进行公告，并依法对其出

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第二节 正文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0 年 5月 31 日，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6月 1日吉电股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吉电股份董事会于 2020年 6月 1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

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投票程序、投票规则等

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00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

大街9699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 关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才延福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公告中明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6日（星期

二）。截至2020年6月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该规定符合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为 317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706,191,149 股，占吉电股份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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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606,555,728

股，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28.26%。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持有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表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或证明，股东代理人亦提交了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

委托书及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承办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承办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合法有效。 

 

三、 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1.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回避表决） 

2.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5发行数量 

2.6募集资金金额及投向 

2.7限售期 

2.8上市地点 

2.9滚存利润的安排 

2.10决议有效期 

3.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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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5.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联交易，与上述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6.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附生效

条件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联交易，与上述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7.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8.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9.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与会议通知相符，没有临时提案。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两位股东代表参加现场表决的计票和监

票。现场股东大会表决时，由承办律师、股东代表及监事负责计票、监票。 

（二）表决结果 

经根据已公告的投票规则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议

案表决情况如下： 

1. 议案名称：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205,926 8,984,473 750 

比例（%） 98.7277 1.2722 0.0001 

2.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1 子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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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178,926 9,011,473 750 

比例（%） 98.7238 1.2761 0.0001 

2.2 子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207,226 8,983,173 750 

比例（%） 98.7278 1.2721 0.0001 

2.3 子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17,320,578 8,990,198 750 

比例（%） 92.8819 7.1175 0.0006 

2.4 子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6,712,601 9,460,698 17,850 

比例（%） 98.6578 1.3397 0.0025 

2.5 子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192,001 8,998,39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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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98.7257 1.2742 0.0001 

2.6 子议案名称：募集资金金额及投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309,301 8,875,998 5,850 

比例（%） 98.7423 1.2569 0.0008 

2.7 子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311,401 8,858,898 20,850 

比例（%） 98.7426 1.2545 0.0030 

2.8 子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311,401 8,727,898 151,850 

比例（%） 98.7426 1.2359 0.0215 

2.9 子议案名称：滚存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306,301 8,753,748 131,100 

比例（%） 98.7419 1.2396 0.0186 

2.10 子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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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306,301 8,753,098 131,750 

比例（%） 98.7419 1.2395 0.0187 

3.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290,301 8,900,098 750 

比例（%） 98.7396 1.2603 0.0001 

4.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263,301 8,817,098 110,750 

比例（%） 98.7358 1.2485 0.0157 

5.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18,514,578 7,686,198 110,750 

比例（%） 93.8272 6.0851 0.0877 

6.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

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17,415,778 8,735,198 16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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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92.9573 6.9156 0.1271 

7.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716,176 8,183,423 291,550 

比例（%） 98.7999 1.1588 0.0413 

8. 议案名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实际控制人国

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295,401 8,735,198 160,550 

比例（%） 98.7403 1.2369 0.0227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

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254,601 8,741,598 194,950 

比例（%） 98.7345 1.2379 0.0276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97,445,401 8,566,898 178,850 

比例（%） 98.7616 1.2131 0.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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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且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与股东大会通知内

容一致，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况。 

 

四、 结论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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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林柏楠 

  

 承办律师： 

  

 彭亚峰 

  

 郑  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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