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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三期 10层

电话：(86-10)57068585 传真：(86-10)65185057

致：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关

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下称“《特别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之有关规

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相

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31110000E00017402T；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唐莉律师、李敏律师为本

所执业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并已通过北京市司法局的年度考核备案。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

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及本所律师认为所需的其他文件和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相

关决议等文件。公司已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及资料是完整和真实的，

所提供文件及资料中的所有印章是真实的，文件及资料的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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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文件及资料均已按本所要求向本所律师

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或偏差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公司可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一

起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召集人

1、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了《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述公告载明了本

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议题、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表

决方式及表决注意事项、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事项。公司已列明本次股东大

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所有议案内容进行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下午 2：00 在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2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由敖宏先生（代董事长）

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3 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会议通知载明

事项一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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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对现场出席会议人员提交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名，代表股份 6,743,457,2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61%，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名，代表 A股股份 5,519,518,865

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名，代表 H股股份 1,223,938,349 股。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与《股东名册》的记载相符，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上述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 A股股东

共 58 名，代表股份 1,018,789,83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8%。以上通过投

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3、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66 人,代

表公司股份 7,762,247,0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0%。

4、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均系公司依法选举和依法聘任所产生,有权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认为，现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议案和相关事项与会议通知公告所

列明审议议案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未对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具体审议

议案如下：

1.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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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及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为中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6.关于公司及中铝山东有限公司为中铝集团山西交口兴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 2020 年度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

案

8.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9.关于公司接续购买 2020-2021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

议案

10.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境内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12.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境外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议案和相关事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列

明审议议案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未对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及表决结果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所列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

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和

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所律师见证了计票、监

票的全过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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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748,617,055 股赞成, 9,865,516 股反对，1,009,7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8%。

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748,584,105 股赞成,9,899,266 股反对，1,009,7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4%。

议案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747,108,179 股赞成, 11,219,592 股反对，1,182,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4%。

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752,116,054 股赞成,10,128,992 股反对，2,000 股弃权，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5%。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36,827,521 股赞成,9,501,942 股反

对，2,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99%。

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中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7,587,732,630 股赞成,174,442,391 股反对，2,000 股弃权，同

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27%。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545,350,380股赞成,100,979,083股反

对，2,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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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中铝山东有限公司为中铝集团山西交口兴

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671,741,429 股赞成,90,468,242 股反对，2,000 股弃权，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45%。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29,378,354 股赞成,16,951,109 股反

对，2,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73%。

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

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7,027,197,996 股赞成,735,016,950 股反对，2,000 股弃权，同

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08%。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566,556,723 股赞成,79,772,740 股反

对，2,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576%。

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7,710,814,165 股赞成,33,129,420 股反对，3,335,278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22%。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34,183,222 股赞成,10,751,453 股反

对，1,396,78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29%。

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续购买 2020-2021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7,746,984,654 股赞成,12,233,367 股反对，295,400 股弃权，同

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3%。

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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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752,327,204 股赞成,8,971,142 股反对，889,000 股弃权，同

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4%。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36,985,921 股赞成,8,456,542 股反

对，88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98%。

议案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境内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7,671,851,479 股赞成,90,370,517 股反对，2,000 股弃权，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58%。

议案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境外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7,671,840,629 股赞成,90,381,342 股反对，2,000 股弃权，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56%。

议案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 H 股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6,064,209,460 股赞成,1,697,766,736 股反对，218,0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271%。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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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为公司披露股东大会召开情况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除上述目的外，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任何

人为任何其他目的使用。

(以下无正文)




	致：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