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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1G20170519-36 号 

致：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召开。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杨兴辉律师、朱晓娜律师（以

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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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四）《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五）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

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2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 

（六）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七）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八）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

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

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

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

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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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德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

意见：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0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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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发布了《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

期已达到 15 日，公司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

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

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

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30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22 楼 2207 会议室如期召开。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影响，公司同时在宜昌西坝建设路 1 号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设立分会场，通过视频方式接入。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

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中，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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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长雷鸣山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马振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

审议。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

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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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

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79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313,418,6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428%。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835,969,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908%。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

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

书采用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

决。经德恒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临

时提案的公告》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

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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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

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

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为： 

1.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

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

议案》 

2.01. 《上市方案—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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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2. 《上市方案—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3. 《上市方案—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 99,917,238 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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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4. 《上市方案—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5. 《上市方案—GDR 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6. 《上市方案—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率》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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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7. 《上市方案—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8. 《上市方案—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92,8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反对 99,912,4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64,6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4 %；反对 99,912,4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4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9. 《上市方案—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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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92,8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 %；反对 99,912,4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64,6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4 %；反对 99,912,4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4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10. 《上市方案—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488,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6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59,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3 %；反对 99,917,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14,258,8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85 %；反对 99,129,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13 %；弃权 30,5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公司发行 GDR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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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8,213,504,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4 %；反对 99,901,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275,8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66 %；反对 99,901,2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32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504,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4 %；反对 99,901,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504,0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4 %；反对 99,901,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5 %；弃权 13,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1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13,570,471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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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48 %；反对 99,839,8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452 %；弃权 8,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0 %。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471,342,279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078 %；反对 99,839,83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7921 %；弃权 8,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1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

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53,332,915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1259 %；反对 146,745,238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013 %；弃权 13,340,456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728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 以特别决议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72,373,57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298 %；反对 128,773,930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032 %；弃权 12,271,109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670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72,373,57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298 %；反对 128,556,830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020 %；弃权 12,488,209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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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72,390,07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299 %；反对 128,540,330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019 %；弃权 12,488,209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682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72,690,07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316 %；反对 128,240,330 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003 %；弃权 12,488,209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681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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