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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一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第四十一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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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

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全过程。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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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第四十一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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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 13:30 在上海市新华路 160 号上

海影城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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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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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28 日 9:15-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根据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

户卡等材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27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3,205,099,7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499%。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

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7,822,9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879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本所律师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所反映的投票股东

身份进行了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合法有

效。 

3、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

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

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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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

司合并统计并现场公布了审议事项的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88,137,093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7%；

反对 2,863,06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9 %；弃权 1,922,563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4 %。 

2、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87,954,093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1 %；

反对 3,011,36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4 %；弃权 1,957,263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5 %。 

3、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87,403,793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4 %；

反对 3,114,56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6 %；弃权 2,404,363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0 %。 

4、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8,945,056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2 %；

反对 2,283,06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弃权 1,694,600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1,671,327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414 %；反对

2,283,068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69 %；弃权 1,694,600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17 %。 

5、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65,688,757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30 %；

反对 25,102,367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3 %；弃权 2,131,6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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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支付其 2020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2,487,60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

反对 8,048,656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4 %；弃权 2,386,463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5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5,213,876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902 %；反对

8,048,656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48 %；弃权 2,386,463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50 %。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支付其 2020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3,013,96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1 %；

反对 7,781,056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63 %；弃权 2,127,700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5,740,239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405 %；反对

7,781,056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50 %；弃权 2,127,700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45 %。 

8、 审议通过《公司与上海申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融资租赁业务的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660,953,99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62 %；反对 3,049,96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4577 %；弃权 2,372,99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1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0,226,032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304 %；反对

3,049,968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87 %；弃权 2,372,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09 %。 

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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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288,192,66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4 %；

反对 3,021,4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8 %；弃权 1,708,600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8 %。 

10、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272,202,18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08 %；

反对 18,263,84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6 %；弃权 2,456,695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4,928,4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69 %；反对

18,263,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947 %；弃权

2,456,6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84 %。 

11、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3,272,202,18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08 %；

反对 18,263,84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6 %；弃权 2,456,695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4,928,4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69 %；反对

18,263,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947 %；弃权

2,456,6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84 %。 

12、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3,272,202,18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08 %；

反对 18,263,84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6 %；弃权 2,456,695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4,928,4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69 %；反对

18,263,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947 %；弃权

2,456,6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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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审议通过《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 

13.01 回购股份的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3,286,339,66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1 %；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0 %；弃权 1,708,900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9,065,940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175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59 %；弃权 1,708,900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66 %。 

13.02 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285,626,5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 %；

反对 4,834,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8 %；弃权 2,461,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8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352,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720 %；反对

4,834,1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41 %；弃权 2,46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39 %。 

13.03 回购股份的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285,523,3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3 %；

反对 4,937,3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9 %；弃权 2,461,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8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249,6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641 %；反对

4,937,3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20 %；弃权 2,46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39 %。 

13.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预计回购数量和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 3,285,626,5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 %；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0 %；弃权 2,421,995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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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352,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720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59 %；弃权 2,42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1 %。 

13.05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3,285,626,5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 %；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0 %；弃权 2,421,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352,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720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59 %；弃权 2,42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1 %。 

13.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3,285,626,5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 %；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0 %；弃权 2,421,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352,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720 %；反对

4,874,1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59 %；弃权 2,42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1 %。 

13.07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3,285,809,5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0 %；

反对 4,691,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5 %；弃权 2,421,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5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535,8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33 %；反对

4,691,1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46 %；弃权 2,4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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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1 %。 

14、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7,625,6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91 %；

反对 2,882,1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5 %；弃权 2,414,8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 %。 

15、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关于授权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股份、

发行债券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15.01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2,465,98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88 %；

反对 18,034,74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77 %；弃权 2,421,995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5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5,192,2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127 %；反对

18,034,7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551 %；弃权

2,42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2 %。 

15.02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5,839,4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9 %；

反对 4,661,2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6 %；弃权 2,421,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5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8,565,7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945 %；反对

4,661,2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33 %；弃权 2,421,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2 %。 

15.03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和办理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6,874,97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3 %；

反对 3,683,7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9 %；弃权 2,363,995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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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9,601,24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771 %；反对

3,683,75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13 %；弃权 2,363,995

股，占与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16 %。 

1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吴柏钧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87,687,369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0 %。

吴柏钧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审议事项进

行了表决，相关计票、监票均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

定分别进行。 

公司部分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

大会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

统计数字。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四十一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