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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2 年 2 月 22 日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予以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审核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

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全过程，验证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听

取了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并监督了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文件，并且依法

对自己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现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大会

表决程序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决议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并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等指定报刊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列出了大会审

议的所有议题，以及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联系人、股东授权委托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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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如期召开了现场会议，董事长杨江红女士主持会议，依次

对大会所有议案进行了报告。 

 

3.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2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2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2 月 2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 

 

二.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本所见证律师见证会议全部过程，现验证如下：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

份证明等证实其出席资格。因此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资格是合

法有效的。 

 

2. 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3. 网络投票事宜公司委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根据深圳交易所规定和网

络投票情况予以统计。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由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

式表决。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为 7 人，持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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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的股份为 574,379,93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2996％。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有 80 人，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58,930,23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527％。 

综上，经合并统计，出席股东大会（包括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833,310,1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3523％。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2.1 审议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2 审议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2.2.1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且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2 浙江泰信物产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且由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3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且由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上述第 2.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同意股份 809,950,919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68％，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

意股份 51,691,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8.8753%；

反对股份 23,356,7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31.1214％；弃权股份 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3%，因此第 2.1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

过。 

 

4. 上述第 2.2 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新疆中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4.1 上述第 2.2.1 项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 276,104,8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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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60％，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68,799,0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1.6705%；反对

股份 6,248,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8.3262％；

弃权股份 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3%，因此第 2.2.1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2 上述第 2.2.2 项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 276,112,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87％，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68,80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1.6807％；反

对股份 6,241,1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8.3159％；

弃权股份 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3%，因此第 2.2.2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3 上述第 2.2.3 项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 276,132,6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959％，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68,826,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1.7075％；反

对股份 6,221,0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8.2891％；

弃权股份 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3%，因此第 2.2.3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5.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新提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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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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