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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參閱。 

 

承董事局命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曹德旺 

董事長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2021 年 1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暉先生、葉舒先
生及陳向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吳世農先生及朱德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潔雯
女士、劉京先生及屈文洲先生。 



1 

 

 

 

 

 

关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地址：中国福州市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A座 25 层  邮政编码：350003 

电话：（86 591）8806 5558    传真：（86 591）8806 8008 

网址：http://www.zenithlawyer.com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21〕第 004 号 

 

致：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指派蒋浩、陈禄生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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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

22 号，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上证发〔2015〕12 号，以下简称《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中国1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之规定，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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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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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包括但

                         

1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省。 



3 

不限于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及公告、《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参会回执》《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回执》、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公司注册证书、商业登记证、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等材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

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 A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互联网投票平台）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行

为均视为股东自己的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公司 A股股东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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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仅对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局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会议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同意授权公司适时发布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或通告等文件。公司董事局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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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

易”网站及公司网站上刊登了《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于2021年1月15日下午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公

司会议室召开，因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和主持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曹晖先生主持。公司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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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13:00-15:00；(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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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下同）共 172 人，代表股份 1,146,544,6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508,617,532

股）的比例为 45.7042%。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 A 股股东共 14 人，代

表 A股股份 748,601,6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8412%；(2)出席现场

会议的公司 H股股东共 1人，代表 H股股份 258,167,2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10.2912%；(3)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

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公司 A股股东共 157 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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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股份 139,775,7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718%；(4)出席现场会议

和参加网络投票的公司 A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A股股东，下同）

共 166 人，代表 A股股份 230,030,2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696%。

以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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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第九届董事局部分董事、第九届监事会部分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部分董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亦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薪酬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 A 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公司 A 股 

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45,682,244 99.9248% 230,028,673 99.9993% 

反对 1,500 0.0001% 1,500 0.0006% 

弃权 860,900 0.0751% 100 0.0001%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45,682,244 9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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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500 0.0001% 

弃权 860,900 0.0751% 

 

(三)因公司第九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局进行了换届选

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叶舒先生、陈向明先

生、朱德贞女士和吴世农先生六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

下： 

姓  名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 A 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获得选举票 

(股) 

占出席会议的公司 A 股 

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曹德旺 1,063,066,272 92.7191% 203,198,381 88.3355% 

曹  晖 1,118,499,250 97.5539% 210,871,656 91.6713% 

叶  舒 1,122,645,433 97.9155% 211,267,656 91.8434% 

陈向明 1,120,066,964 97.6907% 208,855,770 90.7949% 

朱德贞 1,074,257,933 93.6953% 205,861,189 89.4931% 

吴世农 1,118,060,905 97.5157% 210,776,056 91.6297% 

 

(四)因公司第九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局进行了换届选

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张洁雯女士、刘京先生、屈文洲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 A 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获得选举票 

(股) 

占出席会议的公司 A 股 

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张洁雯 1,123,163,469 97.9607% 211,430,209 91.9141% 

刘  京 1,127,160,073 98.3093% 211,656,792 92.0126% 

屈文洲 1,120,500,349 97.7285% 209,052,520 90.8804% 

 

(五)因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

举。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马蔚华先生、陈明森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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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马蔚华 1,127,322,906 98.3235% 

陈明森 1,127,322,904 98.3235%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上述各项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通过。本所律师

认为，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

书正本伍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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