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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鄂正律公字（2020）034 号 

 

致：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简称“凯乐科技”）董事会的委托，委派本律师出席凯乐科技二○一九年年度股

东大会（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相

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简称“《规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暨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凯乐科技提供的

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以了查验和验证。同时，本所暨

本律师还查阅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其他

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凯乐科技及有关人员予以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所暨本律师得到凯乐科技如下承诺及保证：其

已经提供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暨本律师依赖凯乐科技及有关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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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暨本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仅就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

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

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凯乐科技根据2020年 6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作出的董

事会决议，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定

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下午 13：3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湖北省公安县青吉工业

园公司三楼会议室。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0 年 7 月 22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7 月 17 日。 

根据网络投票的规定，凯乐科技于 2020 年 7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凯乐科技的上述通知、公告均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基本情况、审议事项、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以及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

程、现场会议参加办法等事项。通知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召开时间已

超过二十日，且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多于 7个工作日。上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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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

定》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已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下午 13：30 在通知规定地点召开。网络投票也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完毕。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政主持。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与通知中所公告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投票系统与会议通知所载的一致相符。 

 

综上，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规

则》、凯乐科技《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秘书处及本所暨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截止表决前

终止会议登记时，出席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8人，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68,355,000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尚有凯乐科技的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另

有凯乐科技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合理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董事、监事均具有合法有效的出席资格，列席人员具有列

席资格。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确认，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

131人，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172,110股。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3、本次股东大会由凯乐科技董事会召集。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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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通知审议的提案为：《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公司2020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终止、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上述提案已于2020年5月23日、2020

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进行了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取消通知审议的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最终审议的提案与会议通知中所载一致，符合《规则》、凯乐科技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对所有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

决，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共同推举了二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与本律师共同对

现场投票结果进行了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上海证券

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并统计数据，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

了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12,701,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89％；

反对1,8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1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677,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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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741％；反对1,8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12,697,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71％；

反对1,829,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29％；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673,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655％；反对1,829,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4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12,701,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92％；

反对1,825,1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67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752％；反对1,825,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12,572,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89％；

反对1,825,1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7％；弃权12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48,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969％；反对1,825,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47％；弃权

1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84％。 

5、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12,560,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33％；

反对1,966,4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6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3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713％；反对1,966,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87％；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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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07,637,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85％；

反对6,760,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511％；弃权12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613,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849％；反对6,760,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368％；弃

权1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83％。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2,349,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50％；

反对2,047,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6％；弃权12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325,6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179％；反对2,047,9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038％；弃权

1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83％。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2,343,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19％；

反对2,054,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77％；弃权12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318,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035％；反对2,054,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182％；弃权

1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83％。 

9、审议通过《关于终止、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2,82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68％；

反对1,669,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2％；弃权3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801,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412％；反对1,669,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01％；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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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7％。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2,853,6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99％；反对 1,666,4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67％；弃

权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829,5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014％；反对 1,666,4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835％；弃

权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1％。 

11、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

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朱弟雄 182,036,551 14,012,442 当选 

朱俊霖 178,123,295 10,099,186 当选 

马圣竣 175,710,498 7,686,389 当选 

邹祖学 175,710,491 7,686,382 当选 

杨克华 175,710,491 7,686,382 当选 

黄忠兵 175,710,502 7,686,393 当选 

段和平 175,712,481 7,688,372 当选 

王纪肖 175,721,482 7,697,373 当选 

韩平 175,710,506 7,686,397 当选 

张拥军 175,684,509 7,660,400 当选 

说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3,861,487,980 份，当选独立董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107,263,555 份。 

12、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

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毛传金 175,911,445 7,887,336 当选 

张奋勤 175,910,646 7,886,537 当选 

胡振红 175,910,943 7,886,834 当选 

胡伟 176,111,279 8,087,170 当选 

王平 176,110,784 8,086,675 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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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3,861,487,980 份，当选独立董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107,263,555 份。 

13、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候选人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

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桑艳 174,678,843 6,654,734 当选 

万志军 175,314,840 7,290,731 当选 

刘炎发 174,677,049 6,652,940 当选 

 说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3,861,487,980份，当选非职工监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107,263,555份。 

 

综上，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有关法律、法

规及凯乐科技《公司章程》规定的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

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凯乐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盖章、签字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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