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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 律 意 见 书 

致：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

所律师出席贵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1772 号苏

泊尔大厦 23 层会议室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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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

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

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

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

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贵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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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

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贵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出席

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本所律师

核查，贵公司已在上述股东大会通知中对网络投票的投票代码、投票议案号、投

票方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二）会议召开与通知事项的相符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项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实际时间和方式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 63 名，

代表股份数 733,245,399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721%。其中，参

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3 名，代表股份数 670,996,59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74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0 名，代表股份数 62,248,8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976%。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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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 59 名，代表股份数 66,212,5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77%。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外，贵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为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董事会的公告，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

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按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规定进行表决并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

了网络投票结果。 

2、贵公司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进行计票、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999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2）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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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733,244,999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3）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999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4）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999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5）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25,599 股同意，19,40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192,767 股同意，19,40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1%。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729,035,977 股同意，4,209,022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2,003,145 股同意，4,209,022 股反对，400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2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SEB S.A.签署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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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表决情况：66,563,095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666,681,904 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703,955,717 股同意，29,289,282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6,922,885 股同意，29,289,282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76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999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999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167 股同意，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11）以特别决议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

的议案》 

①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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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②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③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732,565,489 股同意，679,5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32,657 股同意，679,5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31%。 

④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⑤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⑥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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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⑦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2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732,579,889 股同意，665,11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7,057 股同意，665,110 股反对，4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9%。 

⑨授权事项 

表决情况：732,579,789 股同意，665,110 股反对，5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5,546,957 股同意，665,110 股反对，500 股弃

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899 股同意，100 股反对，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067 股同意，100 股反对，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13）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698,573,545 股同意，25,170,026 股反对，9,501,828 股弃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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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540,713 股同意，25,170,026 股反对，9,501,82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355%。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899 股同意，0 股反对，5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067 股同意，0 股反对，5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情况：726,599,284 股同意，6,645,615 股反对，5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59,566,452 股同意，6,645,615 股反对，500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625%。 

（16）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733,244,899 股同意，0 股反对，5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66,212,067 股同意，0 股反对，5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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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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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胡振标             

                                                 

                                             潘远彬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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