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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JZ（2023）第 0202 号 

 

致：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

等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受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潮能源”或“公司”）之委托，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

娄允律师、庞阳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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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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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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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召集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开。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内

容，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3年 2 月 27 日 8:30，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号金

地中心 A座 10层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珂先生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23年 2月 27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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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执行。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

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及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2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的在册股东，股东代理人不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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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本公司股东。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律师。 

4、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390 户，所代表股份共

计 2,132,385,78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3563%。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7户，所代表股份

共计 582,901,5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5714%。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公司公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83户，所代表股份共计 1,549,484,2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7849%。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

网络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股东

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有权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议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关于选举 Linhua Guan 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选举 Bing Zhou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

王滢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程锐敏先生为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戴梓岍女士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吴羡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赵庆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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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刘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之任期自第十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提前

届满的议案》、《关于选举刘思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关于选举陆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任期自第十一届监事会选举产生之

日起自动提前届满的议案》。以上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其中《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为：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并披露，其会议

实际审议事项与上述通知及公告内容相符。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内容相符，没

有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与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规

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网络投

票平台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

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

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了《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0,425,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1.2910%；反

对 752,515,2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7.7921%；弃权

18,25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9168%。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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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845,846,206 股；反对

349,552,337 股；弃权 18,256,2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2、审议了《关于选举 Linhua Guan 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8,298,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986%；反

对 755,257,1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184%；弃权

18,82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830%。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719,864股；反对

352,294,237 股；弃权 18,829,6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3、审议了《关于选举 Bing Zhou 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8,270,6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972%；反

对 755,293,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201%；弃权

18,82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827%。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691,564股；反对

352,330,237股；弃权 18,821,9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4、审议了《关于选举王滢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6,754,7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261%；反

对 756,557,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794%；弃权

19,07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945%。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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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2,175,664股；反对

353,594,537股；弃权 19,073,5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5、审议了《关于选举程锐敏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578,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648%；反

对 756,024,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544%；弃权

18,78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808%。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2,998,964股；反对

353,061,537股；弃权 18,783,2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6、审议了《选举戴梓岍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520,3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620%；反

对 756,051,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557%；弃权

18,8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823%。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2,941,264股；反对

353,088,937股；弃权 18,813,5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7、审议了《选举吴羡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688,1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699%；反

对 756,028,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546%；弃权

18,66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755%。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109,064股；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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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065,637股；弃权 18,669,0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8、审议了《选举赵庆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953,5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823%；反

对 755,823,2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450%；弃权

18,6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727%。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374,464股；反对

352,860,337股；弃权 18,608,9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9、审议了《选举刘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686,6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698%；反

对 756,152,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604%；弃权

18,54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698%。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107,564股；反对

353,189,137股；弃权 18,547,0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10、审议了《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之任期自第十二届

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提前届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416,3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572%；反

对 755,402,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252%；弃权

19,56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9176%。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2,837,264股；反对

352,439,537股；弃权 19,566,9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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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11、审议了《选举刘思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6,237,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019%；反

对 757,143,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5069%；弃权

19,00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912%。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1,658,764股；反对

354,180,837股；弃权 19,004,1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12、审议了《选举陆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7,919,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6808%；反

对 755,328,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4217%；弃权

19,13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975%。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340,764股；反对

352,365,237股；弃权 19,137,7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13、审议了《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任期自第十一届监

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提前届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9,233,6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包括现场参加

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所有股东，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3.7424%；反

对 754,260,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5.3717%；弃权

18,89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860%。 

其中，出席会议的所有中小投资者（包括现场参加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

席的所有中小投资者，下同）表决结果为：同意 984,654,564股；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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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97,137股；弃权 18,892,000股。 

该项议案表决审议通过。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

决程序，采取记名方式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

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其中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汇总统计，并由该公

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议案，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单独计票。对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的议案 1《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

的议案》，关联股东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本

次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

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