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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21)-04-508 

 

受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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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1年8月31日，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等相关公告，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

方式、审议事项等进行了公告。2021年9月13日，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再次做了提示性说明。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美的大道6号美的总部

大楼C407会议室。 



美的集团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嘉源律师事务所 

2 

 

4、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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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9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2021年9月17日，本次股东大会依前述通知所述如期召开，经半数以上董

事推选，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顾炎民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

件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以

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32人，代表股份4,143,464,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60.347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982,828,046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户中剩余的股份数量为116,828,832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6,865,999,214股）。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依法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增加或修改的情形；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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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

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了表决。 

2、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由两名股东、一名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参

加清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

次网络投票的投票统计情况。 

4、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审议的议

案合法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公司章程修正案 
整体  4,141,273,414  99.9471%  73,034  0.0018% 2,118,325  0.0511% 

中小投资者  1,823,947,566  99.8800%  73,034  0.0040% 2,118,325  0.1160% 

议案名称 
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类别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议案 2 关

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

及提名非

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

议案 

方洪波 
整体 3,987,359,853 96.2325% 

中小投资者 1,670,034,005 91.4516% 

何剑锋 
整体 4,010,019,045 96.7794% 

中小投资者 1,692,693,197 92.6925% 

殷必彤 
整体 3,988,506,357 96.2602% 

中小投资者 1,671,180,509 91.5144% 

顾炎民 
整体 3,989,127,577 96.2752% 

中小投资者 1,671,801,729 91.5484% 

王建国 
整体 3,988,220,093 96.2533% 

中小投资者 1,670,894,245 91.4987% 

于  刚 
整体 3,921,062,916 94.6325% 

中小投资者 1,603,737,068 87.8212%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

选人 
类别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议案 3 关

于董事会
薛云奎 

整体 4,031,982,527 97.3094% 

中小投资者 1,714,656,679 93.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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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届选举

及提名独

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

案 

管清友 
整体 3,925,628,488 94.7427% 

中小投资者 1,608,302,640 88.0712% 

韩  践 

整体 3,977,661,961 95.9985% 

中小投资者 1,660,336,113 90.9206%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

选人 
类别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议案 4 关

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

及提名非

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董文涛 

整体 4,008,876,965 96.7518% 

中小投资者 1,691,551,117 92.6299% 

赵  军 

整体 3,827,984,870 92.3861% 

中小投资者 1,510,659,022 82.7242%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5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及外部董事薪酬标准的议

案 

整体 
 4,141,271,714  99.9471%  74,234  0.0018% 2,118,825  0.0511% 

中小投资者 
 1,823,945,866  99.8799%  74,234  0.0041% 2,118,825  0.1160%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上报

及公告，未经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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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经 办 律 师 ：刘  兴     

                                                王  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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