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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1G20200502-13 号 

致：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召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杨兴辉律师、朱晓娜律师（以下简称

“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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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

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四）《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五）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

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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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提案并延期召开的公告》（以下简称“《增加提案并延期召开的公

告》”，与《股东大会的通知》合称为“本次会议通知”）； 

（六）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七）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八）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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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

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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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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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德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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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2. 公司董事会先后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了《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增加提案并延期召开

的公告》。《增加提案并延期召开的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延期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仍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并对本次会议的延期原因、增

加提案的内容和增加提案的程序等进行了说明。 

3. 前述相关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

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

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22 楼 2207 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增加提案并延期召开的公告》中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其中，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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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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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长雷鸣山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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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马振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

审议。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

主持人、参会董事、董事会秘书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

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14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378,544,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137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094,656,4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767%。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

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

决。经德恒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本次会议通知所列明的审

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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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议由股东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

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为： 

1. 审议《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375,575,44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38 %；反对 2,271,142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24 %；弃权 697,86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 0.003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373,597,428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31 %；反对 4,242,155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31 %；弃权 704,86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 0.0038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375,162,24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6 %；反对 2,684,342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46 %；弃权 697,86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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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数 0.0038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72,037,803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 6,362,448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6 %；弃权 144,2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 0.000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关于聘请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43,598,929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099 %；反对 33,005,441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96 %；弃权 1,940,081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 0.0105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49,322,064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845 %；反对 33,005,441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6758％；弃权 1,940,081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9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75,679,80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44 %；反对 1,458,468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79%；弃权 1,406,1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 0.007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81,402,936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13 %；反对 1,458,46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299％；弃权 1,406,1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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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975,024,00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8044 %；反对 365,540,671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890%；弃权 37,979,779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 0.206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与三峡财务（香港）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72,935,40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680 %；反对 9,912,603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029%；弃权 1,419,5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 0.02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72,935,401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680 %；反对 9,912,603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2029％；弃权 1,419,5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91％。 

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三峡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三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议

案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注册资本变更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75,227,389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1,904,880 股，占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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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04%；弃权 1,412,1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 0.007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以累积投票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10.01 《董事候选人-王世平》 

表决结果：同意 18,345,111,508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81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0,834,643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155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王世平先生当选为公司董事。 

10.02 《董事候选人-苏劲松》 

表决结果：同意 18,347,172,115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829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2,895,250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577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苏劲松先生当选为公司董事。 

11. 以累积投票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11.01 《监事候选人-曾义》 

表决结果：同意 18,252,590,006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99.3147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曾义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

异议；本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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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