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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HUNAN QIYUAN LAW FIRM 

                                              410007 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建湘路 393号世茂环球金融中心 63层 

                                               Tel：86-731-82953777 

                                               Fax：86-731-82953779 

                                                  http://www.qiyuan.com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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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三一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指派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核查

和验证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 

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公司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资料和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资料均已向本所

披露；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副本

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并

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其所述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或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所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将本

法律意见书与本次股东大会其他文件一并公告。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意见书不得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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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 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

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决定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议案，以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知》载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时间、地点、议案、出席人员和会议登记办法等内容，

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4 月 15 日。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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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2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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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 15 点 00 分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三

一产业园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召开。经核查，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案与《股东

大会通知》中所公告的时间、地点和议案一致。现场会议结束时间晚于网络投票。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1、公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票交易结束时止的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

的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明文件、相关股东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并经本所律师的核

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合计为 3,096,696,755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4605%。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合计 611,816,665 股，约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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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 7.2035%%，其股东资格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了《股东大会通知》所列全部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并由本所律师与公司股东代表、监

事共同计票和监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096,489,555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9933%；反对 19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 0.0063%；弃权 1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095,284,76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9544%；反对 1,400,7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额的 0.0452%；弃权 1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向文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26,882,6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7.745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64,630,4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510%。 

2）《选举俞宏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57,329,4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8.7287%；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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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95,077,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43%。 

3）《选举梁稳根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07,235,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7.111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44,983,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517%。 

4）《选举唐修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09,714,4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7.191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47,462,2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913%。 

5）《选举易小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36,433,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8.053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74,181,6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43%。 

6）《选举黄建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2,982,180,0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6.301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19,927,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6%。 

（4）《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周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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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3,055,404,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8.666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93,152,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82%。 

2）《选举伍中信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3,067,968,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072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05,716,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28%。 

3）《选举席卿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3,074,395,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27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12,142,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40%。 

（5）《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刘道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3,051,53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8.541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89,283,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42%。 

2）《选举姚大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2,925,185,1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4.4614%；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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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62,933,0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199%。 

上述议案中，序号（1）、（2）号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序号（3）、（4）、（5）号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且应当以累计投票表决逐

项审议并通过。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交公司贰份，本所留存壹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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