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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明阳智慧能源集团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孙仙冬律师、郑珂丹律师出席并见证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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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以及《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

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

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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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

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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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1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2021年4月30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

发布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2021年5月18日15点00分在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明阳工

业园公司5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张传卫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至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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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32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68,358,4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327%。本所律

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身份证明、持股凭证，确认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部分公司董事、部分公司监事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

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现场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

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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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0,538,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6%；反对107,819,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5,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5%；反对107,819,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本议案需逐项审

议表决）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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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460,538,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6%；反对107,819,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03%；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5,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5%；反对107,819,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34%；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460,538,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6%；反对107,819,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03%；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5,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5%；反对107,819,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34%；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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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获得通过。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460,538,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6%；反对107,819,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03%；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5,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5%；反对107,819,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34%；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460,464,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165%；反对107,89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34%；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150,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582%；反对107,89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416 %；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2%。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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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460,538,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6%；反对107,817,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9%；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5,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5%；反对107,81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28%；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6.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460,543,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304%；反对107,814,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30,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77%；反对107,81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7. 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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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460,543,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304%；反对107,812,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1%；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30,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77%；反对107,812,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17%；弃权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8. 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460,543,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304%；反对107,812,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0%；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30,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77%；反对107,812,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16%；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9.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460,555,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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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81.0325%；反对107,800,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69%；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42,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806%；反对107,800,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87%；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460,540,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8%；反对107,818,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00%；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6,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8%；反对107,818,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3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2%。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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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0,549,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314%；反对107,80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85%；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3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90%；反对107,809,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08%；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2%。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创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0,531,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83%；反对107,826,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1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18,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48%；反对107,826,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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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1,02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1146%；反对107,3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35%；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708,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950%；反对107,3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024%；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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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0,54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301%；反对107,816,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8%；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8,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72%；反对107,816,7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27%；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0,531,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84%；反对107,824,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11%；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18,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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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48%；反对107,824,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45%；弃权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1,054,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1203%；反对107,291,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774%；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741,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028%；反对107,291,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941%；弃权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1%。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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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博

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60,540,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0299%；反对107,815,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6%；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0,227,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69%；反对107,815,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25%；弃权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

议案获得通过。 

综上，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九项议案均获得通过。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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