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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新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我们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我们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

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

明。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我们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

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

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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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会已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

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和现场会议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

权登记日及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

利，以及网络投票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予以公告。上述公

告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并按规定对所有议案的内容进行了

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如期召开，会议召

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一致。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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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7 人，代表股份 1,274,684,6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85%。其中，

A 股表决权股份 810,797,6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70％；H 股表决

权股份 463,887,0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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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提供的

身份证明、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2022 年 5 月 13 日下午收市时公司之 A 股《股东

名册》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 A 股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H 股股东代表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协助公司确定。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70,663,757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37％。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认证其身份。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之外，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也参加了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资格。

经验证，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H 股股东的资格均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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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合并

统计，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一：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1,343,160,803 股同意，1,432,298 股反对，755,308 股

弃权。其中，A 股 881,264,992 股同意，31,800 股反对，164,600 股弃

权；H 股 461,895,811 股同意，1,400,498 股反对，590,708 股弃权。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

2.议案二：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1,343,015,003 股同意，1,427,498 股反对，905,908

股弃权。其中，A 股 881,264,992 股同意，31,800 股反对，164,600 股

弃权；H 股 461,750,011 股同意，1,395,698 股反对，741,308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

3.议案三：2021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1,343,016,823 股同意，1,397,046 股反对，934,540

股弃权。其中，A 股 881,264,992 股同意，31,800 股反对，164,600 股

弃权；H 股 461,751,831 股同意，1,365,246 股反对，769,94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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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4.议案四：2021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1,343,012,194 股同意 1,427,398 股反对，908,817 股

弃权。其中，A 股 881,264,992 股同意，31,800 股反对，164,600 股弃

权；H 股 461,747,202 股同意，1,395,598 股反对，744,217 股弃权。同

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

5.议案五：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1,344,335,169 股同意，267,932 股反对，745,308 股

弃权。其中，A 股 881,422,092 股同意，39,300 股反对，0 股弃权；H

股 462,913,077 股同意，228,632 股反对，745,308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6.议案六：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343,053,109 股同意，1,544,992 股反对，750,308

股弃权。其中，A 股 881,429,592 股同意，31,800 股反对，0 股弃权；H

股 461,623,517 股同意，1,513,192 股反对，750,30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7.议案七：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272,352,830 股同意，72,251,067 股反对，74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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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弃权。其中，A 股 832,443,224 股同意，49,018,168 股反对，0 股弃

权；H 股 439,909,606 股同意，23,232,899 股反对，744,512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4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