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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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

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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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 2021 年 5 月 29 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4. 2021 年 5 月 29 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通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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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 年 6 月 16 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及变更会议

地点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变更通知》） 

6. 2021 年 6 月 24 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8.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9.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10.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11. 其他会议文件。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假设：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

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

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发表

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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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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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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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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公司 2020 年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14 点 00 分在北京市东城区

东直门南大街 6 号东方花园饭店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3.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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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30 日的 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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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变更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

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

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

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93,232,5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23269%；其中，A 股股东及股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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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有 5,401,203,0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62403%；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有 292,029,4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0866%。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5,094,6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5560%。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

以认定，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 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变更通知》所载

议案相符。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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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034,315,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986271%；反对 116,610,4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893541%；弃权 7,40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18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  《关于发行金融融资工具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007,405,8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549312%；反对 143,484,7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29931%；弃权 7,436,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75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146,236,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3672%；反对 4,51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3366%；弃权 7,572,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22962%。 

4.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146,24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3883%；反对 4,505,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3155%；弃权 7,572,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22962%。 

5.  《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147,33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1577%；反对 3,415,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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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0.055461%；弃权 7,572,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22962%。 

6.  《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146,624,9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9977%；反对 1,890,9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0705%；弃权 9,811,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593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989,5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4680%；反对 1,444,92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347%；弃

权 2,43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23973%。 

7.  《关于聘用本公司 2021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之表决

结果如下： 

7.01 批准聘用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国际和境内审计师 

同意 6,146,382,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6045%；反对 2,07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3671%；弃权 9,87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602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301,3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4970%；反对 2,073,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707%；弃

权 2,49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4323%。 

7.02 批准聘用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内

控审计师 

同意 6,146,38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5999%；反对 2,0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3717%；弃权 9,87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6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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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70,298,5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4483%；反对 2,076,4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94%；弃

权 2,49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4323%。 

8.  《关于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146,363,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05726%；反对 1,957,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1785%；弃权 10,006,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489%。 

9.  《关于收购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区域火电资产之关联交易

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35,814,9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8.405287%；反对 161,269,1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29586%；弃权 27,043,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5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39,347,3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20458%；反对 31,654,64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6383%；

弃权 3,86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73159%。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未计入该项议案表决结果。 

10.  《关于新能源项目资产出资方案之关联交易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367,055,5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171667%；反对 231,254,0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238661%；弃权 25,81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96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40,587,9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36263%；反对 31,639,54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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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2,64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59981%。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未计入该项议案表决结果。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1.01 《关于选举李梦刚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6,387,7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39610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60,306,26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75938%。 

根据表决结果，李梦刚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11.02 《关于选举王跃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38,691,8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43352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62,610,4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76752%。 

根据表决结果，王跃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以上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9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