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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行董

事兼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趙俊榮先生（非執行

董事）、謝日康先生（非執行董事）、劉繼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元鈞先生（非執行董

事）、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鉅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春元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和蔡曙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二次A 股 

类别股东会议及2017 年第二次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王琳律师、王惠萍律师出席公司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

会议（以下简称“A 股类别股东会议”）、2017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

下简称“H 股类别股东会议”），上述临时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H 股

类别股东会议合称“本次会议”，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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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为：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

件及复印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向本所律师出示的

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证照及文件均为真实有效

的。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不对会议审

议的议案内容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同

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会议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

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对本次会议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 

一、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二次 A/H 股

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深

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

二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通知列明了临时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

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指定网站向 H 股股东派发临时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议、H 股类别股东会

议通知，该等通知列明了临时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H 股类别股东会

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 

临时股东大会及 A 股类别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H 股类别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09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

公司董事长胡伟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时间为：2017 年 12 月 2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所认可的时段。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情况如下： 

1.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13,904,1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9.421%。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名，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17,634,863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 1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6,269,323 股。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84,8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2.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17,632,863 股，占公司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55%。 

A 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A 股股东

共 3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84,8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参加网络投票的 A 股类别股东的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认证。 

3.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299,643,768 股，占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9%。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均有权出

席本次会议。 

终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临时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

人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议

案。 

2、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4、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 年-2019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5、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措施的议案。 

6、审议及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承诺的议案。 

7、审议及批准关于制定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9、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酬金方案，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批准董事服务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授权任何一位执行董事代表本公司签署

各有关合同和其他相关文件，并处理一切其他必要的相关事宜。 

10、审议及批准重选或委任（如适用）下列候选人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的董事： 

10.01 胡伟先生； 

10.02 廖湘文先生； 

10.03 龚涛涛女士； 

10.04 刘继先生； 

10.05 陈燕女士； 

10.06 范志勇先生； 

10.07 吴亚德先生； 

10.08 陈元钧先生。 

以上董事之任期均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11、审议及批准重选或委任（如适用）下列候选人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11.01 胡春元先生； 

11.02 蔡曙光先生； 



  

11.03 温兆华先生； 

11.04 陈晓露女士。 

以上独立非执行董事之任期均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止，其候选资格须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生效。 

12、审议及批准重选或委任（如适用）下列候选人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的股东代表监事： 

12.01 王增金先生； 

12.02 叶俊女士。 

以上监事之任期均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8、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8.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8.02 发行规模； 

8.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8.04 债券期限； 

8.05 债券利率； 

8.06 付息期限和方式； 

8.07 转股期限； 

8.08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8.09 转股价格的确定； 

8.10 转股价格的调整； 

8.11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8.12 赎回条款； 

8.13 回售条款； 

8.14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8.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8.16 向原 A 股股东配售安排； 

8.17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8.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8.19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管账户； 

8.20 担保事项； 

8.21 决议有效期限； 

8.22 其他授权事项。 

（二）A 股类别股东会议将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

东代理人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1.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1.02 发行规模； 

1.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04 债券期限； 

1.05 债券利率； 

1.06 付息期限和方式； 

1.07 转股期限； 

1.08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1.09 转股价格的确定； 

1.10 转股价格的调整； 

1.11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12 赎回条款； 

1.13 回售条款； 

1.14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1.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16 向原 A 股股东配售安排； 

1.17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19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管账户； 

1.20 担保事项； 

1.21 决议有效期限； 

1.22 其他授权事项。 

（三）H 股类别股东会议将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

东代理人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1.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1.02 发行规模； 

1.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04 债券期限； 

1.05 债券利率； 



  

1.06 付息期限和方式； 

1.07 转股期限； 

1.08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1.09 转股价格的确定； 

1.10 转股价格的调整； 

1.11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12 赎回条款； 

1.13 回售条款； 

1.14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1.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16 向原 A 股股东配售安排； 

1.17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19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管账户； 

1.20 担保事项； 

1.21 决议有效期限； 

1.22 其他授权事项。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为签字页，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本页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7 年

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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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