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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潮州三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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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

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以及《潮州三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

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

对该事实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而不对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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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中国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在本所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

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

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

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及 

 

5、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

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根据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潮州三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于2021年5月12日公告的《潮

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潮州三

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地

点、会议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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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1

年6月1日下午14:30在广东省潮州市凤塘三环工业城内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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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钢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5日下

午15:00交易收市时登记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公司提供的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料和相关股东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6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862,001,7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4434%。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

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7

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3,325,0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5938%。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3

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45,326,8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037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164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2,539,6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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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5、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

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全部议

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律师、两名

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2、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的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全部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1,145,31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1,145,31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1,145,31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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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1,145,31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1,145,282,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22,495,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同意票1,145,31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22,52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1,144,840,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22,053,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1,145,201,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22,413,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2%。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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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1,119,45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15%。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11)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①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②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③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④发行数量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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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⑤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⑥限售期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⑦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⑧上市地点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⑨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票1,133,488,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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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4%。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701,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83%。 

 

⑩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7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93%。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1,132,738,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09,950,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07%。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1,132,860,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1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073,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97%。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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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1,144,93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22,152,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3%。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采取填补措施的说明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票1,133,38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74%。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10,59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40%。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1,133,36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 

 

(18) 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同意票1,145,321,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情况：同意票422,533,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上述第（9）至（18）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

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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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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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邵春阳 

 

 

经办律师：                    

邵春阳 

 

                    

冯  诚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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