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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りT事努所

美子場州工星客牟股紛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皓吋股奈大会法律意見→

致:物州並星客卒股紛有限公司

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律りT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筒称 “《公司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証券法》(以 下筒称 “《証券法》")、 《上 lJ公 司股ホ大会規只J》 (以下

筒称 “《股木大会規則》")、 《上海lI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末大会同絡投票実施網ス」》(以

下筒称 “《同絡投票実施如ス」》")等法律、法規和規疱性文件 Ll及 《揚州亜星客牟股 rJ・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筒称 “《公司章程》")的規定,北京市通商律りT事努所 (以下筒称

“本所 ")接受揚州亜星客牟股 lDt有 限公司 (以下筒称 “公司",■券代ILl:600213)的

委托,指派律りT参加公司 2021年第一次皓吋股ホ大会 (以下筒称 “本次股末大会 "),

井就本次股本大会的有美事宜,出 具法律意兄事。

力出具本法律意兄事 ,本所律りT申査了公司提供的均本次股本大会相美的文件和資

料 ,同吋明取了公司人員就有美事実的際述和説明。本所己得到公司的如下保ll■ ,保柾

其所提供的文件和資料是真共、lt碗 、完整的,井元隠購、虚緩和重大遺漏之姓;文件

上所有釜名和所i己載的内容都是真共有数的;文件的夏印件都埼其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兄ギ作力公司本次股木大会必各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文件一井

搬送和公告,¬卜径本所串面同意,本法律意見ギ不得用千其他任何 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師按照律師行立公決的立勢lT准 、道徳規池和勤勉尽責精神 ,対本次股末大

会依法進行 rttI,井対有美文件和事実逃行了必要的核査和馳I,現出具法律意兄如

下 :

一、美千本次股木大会的召集、召升程序

本次股木大会系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1年 6月 23日 ,公 司以通凧方式召升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波 ,申波通道了美子召升公司本次股木大会的波案 .2021年 6

月 24日 ,公司,4本次股奈大会的召升吋同、地点、申波波題、会政登妃等事項避行了



公告,会波通知刊登在 《上海lI券根》和上海証券交易所国姑上告知全体股ホ。

単独持有公司 5100%股分的股ホ灘柴 (揚州 )工星汽卒有限公司公司千 2021年

6月 28日 提出公司 2021年第一次 h吋股末大会増加如下 1缶 吋提案:《 美子公司董事会

換届逃挙ヨト独立董事的ltt案》、《美千公司董事会換届逸挙独立童事的叉案》及 《美十公

司監事会換届逸挙監事的波案》,井事面提交公司董事会。2021年 6月 28日 ,公司以

通凧方式召升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洪,市峡通達 《美子公司董事会換届逸挙♯

独立董事的波案》、《夫千公司董事会換届逸挙独立童事的波案》及 《美子 2021年第一

次 h吋股木大会増加 b吋提案的波案》,同意材

`相

美 晦日1提案提交公司本次股木大会予

以申峡。2021年 6月 28日 ,公司以通颯方式召升了第七届監事会第十八次会政,申

波通逆 《美子監事会換届逃挙監事的預案》,同意‖

`核

又案提交公司本次股宗大会予以

申波. 2021年 6月 29日 ,公司董事会己杵公司 2021年第一次 h吋股木大会増加 h
吋提案的公告刊登千 《上海lI券根》和上海証券交易所同靖上告知全体股ホ .

本次股末大会表決方式采取現場表決ち同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2021年 7月 9日 下午 2点 ,本次股ホ大会的現場会波在公司 316会政室如期召升。

会政由董事掟李村朋先生主持。

本次股ホ大会采用上海lT券交易所股末大会国絡投票系銃 ,通道交易系統投票平台

的投票吋同力股木大会召升当日的交易nl同段 ,PAl1 9 1 5‐ ,25,9301130,13 110 15Ю O;

通道互咲国投票平台的投票吋同力股木大会召升当目的 9:15‐ 15:00。

本所決力,公司本次股木大会的召集、召升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末大会tFt興」》、

《同絡投票実施徊 J》 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美規定;董事会作力召集人的資格合法有

数。

二、参加本次股末大会人員的資格

根据本次股本大会通知,載至 2021年 7月 2日 下午上海証券交易所岐市吋在中国

証券登l・L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今紀在冊的公司股木均有叔参加本次股木大会。

参加本次股末大会的股本和股本代理人共 165人 ,所代表的股紛数力 121,083,338

股,占公司股分息数的♭ヒ,1カ 5504%.

姪本所律りTttlI,参 加本次股木大会現t/1会決的股木及股ホ代理人共 154人 ,所持

股紛力 119,087,238股 。本所汰力,前述股木及股ホ代理人参加本次股ホ大会的資格合



法、有致。

根据上柾所信息同絡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木大会通道同絡投票系銃逃行有

数表決的股ホ 11人 ,所代表的股紛力 1,996,100股。前述同絡投票系筑逃行投票的股木

資格,由上置所信慮同絡有限公司唸tE其身分。

参加本次股末大会的其他人員逐有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本所律師等。

本所決力,核等人員均有資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奈大会。

三、本次股木大会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

本次股宗大会申波了如下決案 :

1《美子公司符合1卜公升友行股票条件的決案》:

2《美子公司JF公升友行股票方案的波案》

201友行股票紳美和面値 :

202友行方式和友行吋同 :

203友行対象及汰殉方式 ;

204定倫基准日、友行倫格及定倫原ス」;

205友行的数量 ;

206限告期 :

207上市地点 ;

208本次ゴト公弄友行前的漆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

209本次J訟升友行決波的有敷期 ;

210募集資金用途 ;

3《美子公司ヨト公升友行股票預案的波案》;

4《美千公司」卜公升友行 A股股票募集資金使用可行性分析IFk告的炭案》;

5《美十公司JF公升友行股票渉及美朕交易的波案》;

6《 美千公司均友行対象笠署く附条件生数的ヨト公升友行股票決殉切波ヽ>的波案》



7《美十♯公升友行 A股股票推薄 R「 期同根、填ネト措施及相美主体承濤的波案》:

8《美十公司元需編制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扱告的波案》;

9《美千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股 本回根規支」的波案》;

10《美千提清股木大会授枚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枚人士亦理♯公升友行股票相美事宣

的又案》:

H《美子逸挙 J卜独立董事的決案》

H01李村朋 ;

1102丁迎宗 :

H03曲洪坤 :

1104董長江 :

1105臭永松 :

1106王春鼎 :

12《美 Tlt挙独立董事的決案》

1201際 留平 :

1202温徳成 :

1203超毅狂 ;

13《夫千1t挙監事的決案》

1301王秀菊 ;

1302沈明 ;

姪核査,上述波案 110カ股木大会特別決波事項,須餐出席股木大会的股本 (包

括股本代理人 )所持表決枚的三分之二以 l通達;峡案 2、 3、 4、 5、 6、 7、 10渉及美

朕事項,美戦股末lt柴 (物州)亜星汽卒有限公司須相泣回避表決:波案 113カ対中

小投資者単独汁票的波案。

経本所律りT馳江,本次股木大会FIT市 洪的波案 与会波通知中所列明的波案一致 ,未

出現対会波通知中所列明事項内容lI行変更的情形,也没有新的峡案提出 .



上述波案径出席本次股木大会現場会政的股木及股末代理人以氾名投票的方式逐

項l■行了表決:所有波案按 《股末大会規スの、《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逃行l■票、監票 .

同絡投票通道上海lI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咲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杖 ,井由上鉦所信息

同絡有限公司負責銃汁表決結果。

根据合井銃十的表決結果,本次股末大会所申波上述波案荻有数通道。

本所決力,本次股宗大会的表決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木大会規只J》、《国緒投票

実施網ス」》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美Imt定 ,表決結果合法有敷。

四、鮎沿意見

徐上,本所快力,公司本次股ホ大会的召集、召升及表決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

木大会規スリ、《同絡投票実施細ス」》等法律、法規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夫規定,出 席

及列席会波人員和会波召集人的資格合法有数,表決姑果合法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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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元正文,力 《北京市通両律りT事努所夫千物州並星客牟股 l lg有 限公司 2021年第
一次h吋股木大会法律意兄事》釜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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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蓋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 日

播米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