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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马股份”）委托，指派律师林可、梁亚洲出席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 1891D 馆 4 楼会议室召开

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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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对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次股

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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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重庆市迪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包括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程序，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以及其他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 14 时 00 分在重庆市南岸区

南滨路东原 1891D 馆 4 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罗韶颖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4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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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4 日 9:15-15:00。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

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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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17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以及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数为 1,074,450,2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286,284 股）的 42.1636%。经本所律师验

证，上述股东、委托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及现场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网络系统及现场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29 人，代表股份数

为 1,102,808,2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764%。以上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

证其身份。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本所经办律师，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所列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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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选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为计票人和监票人，本所律师与计

票人、监票人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

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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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2,359,010 99.9592 376,200 0.0341 73,000 0.0067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2,343,010 99.9578 392,200 0.0355 73,000 0.0067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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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2,359,010 99.9592 376,200 0.0341 73,000 0.0067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2,416,010 99.9644 392,200 0.0356 0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6,678,4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3%；反对 392,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7%；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2,416,010 99.9644 209,900 0.0190 182,300 0.01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6,678,4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3%；反对 20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6%；弃

权 18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841%。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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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2,359,010 99.9592 376,200 0.0341 73,000 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6,621,4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0%；反对 376,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3%；弃

权 7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37%。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089,174,283 98.7637 13,451,627 1.2197 182,300 0.0166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1,993,210 99.9260 815,000 0.0740 0 0.0000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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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了《关于融资额度内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为自身融资作抵

押及质押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1,993,210 99.9260 815,000 0.0740 0 0.0000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089,099,483 98.7569 13,708,727 1.2431 0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3,361,8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846%；反对 13,708,7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54%；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101,918,410 99.9193 707,500 0.0641 182,30

0 

0.01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16,180,8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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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00%；反对 70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9%；弃

权 18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841%。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27,981,727 98.6733 376,200 1.3267 0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7,981,7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33%；反对 376,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6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1,089,174,283 98.7637 13,633,927 1.2363 0 0.0000 

经核查，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4.逐项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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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选举罗韶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093,530,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87%。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793,12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260%。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4.02 选举黄力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093,439,5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0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701,92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840%。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5.逐项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吴世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093,439,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0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701,922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840%。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5.02 选举李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093,439,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0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701,92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840%。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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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选举胡冬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093,589,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0%。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851,92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531%。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6.逐项审议《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6.01 选举易宗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1,093,563,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16%。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825,42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09%。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6.02 选举潘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1,093,589,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0%。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07,851,92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531%。 

经核查，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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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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