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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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9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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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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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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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7 日，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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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吉电股份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

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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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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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才延福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

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高平先生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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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2日（星期

三）。截至2021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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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901,445,036股，占吉电股份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32.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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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93,800,097

股，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3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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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公司2021年度融资计划； 

7. 公司2021年度投资计划； 

8. 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关

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9. 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关联交

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10. 关于公司与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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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11. 关于申请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及中期票据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交易，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12.1 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煤炭的议

案； 

12.2 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的议案； 

12.3 关于接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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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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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217,936 1,227,100 0 

比例（%）  99.8639   0.1361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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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217,936 1,227,100 0  

比例（%）  99.8639   0.1361  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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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217,936  1,227,100 0  

比例（%）  99.8639   0.1361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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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996,536 1,448,500 0  

比例（%）  99.8393   0.1607  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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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217,936 1,227,100 0  

比例（%）  99.8639   0.1361  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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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900,170,236 1,274,800 0  

比例（%）  99.8586   0.1414  0.00 

7.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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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217,936 2,679,780  0  

比例（%）  99.8639   0.1361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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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4,314  2,353,400 0  

比例（%）  79.8643   20.1357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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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914 1,274,800 0  

比例（%）  89.0928   10.9072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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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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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914 1,274,800 0  

比例（%）  89.0928   10.9072  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及中期票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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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38,836   1,306,200  0 

比例（%）  99.8551   0.1449  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2.1 议案名称：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

司煤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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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9,214   1,258,500  0  

比例（%）  89.2323   10.7677  0.00  

12.2 议案名称：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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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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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0,429,214   1,258,500  0  

比例（%）  89.2323   10.7677  0.00  

12.3 议案名称：关于接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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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0,614  1,227,100 0 

比例（%）  89.5009   10.4991  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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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583,172 6,861,864 0  

比例（%）  99.2388   0.76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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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盖章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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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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