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云天律意字（2006）第326-3号 

 

致：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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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

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股改意见》”）、《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

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就其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主体和改革方案的内容及实施程序的合法性、与改

革方案有关的法律事项及法律文件进行了核查，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相关法律的理解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及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与公司不存在影响和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关系。 

本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的流通股股份，也未持有

公司的流通股股份。 

公司向本所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

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文件副本材料与正本材料一致、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

和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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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随其他申

请材料一起上报、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的主体资格 

公司是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称“广西区政府”）以桂政函[1998]114 号

文批准，由广西贺州地区电业公司（现名为贺州市电业公司，以下称“电业公司”）、广

西那板水力发电厂（现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那板水库管理处，以下称“水库管理

处”）、广西贺州供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供电公司”）、广西昭平县电力公司（现名

为广西昭平县汇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称“昭平电力公司”）、钟山县电力公司（以下称

“钟山电力公司”）及富川瑶族自治县电力公司（以下称“富川电力公司”）共六家发起

人，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12 月 4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依法登记注册，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4500001000166。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11,175 万股，其中国家股 11,075 万股，国有法人股 100 万股。 

2001 年 1 月，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行字[2001]4 号文核准，公司以上网定价发行方

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500 万股。此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5,675

万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上证上字[2001]23 号文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 4,500 万股社会

公众股于 2001 年 2 月 2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600310”，

股票简称为“桂东电力”。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5,675 万股，其中：非流通股 11,175

万股，占总股本的 71.29%（含国家股 11,075 万股，占总股本的 70.65%，国有法人股 1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0.64%）；流通股 4,5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28.71%。公司注册地址和办

公地址均为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 12 号；法定代表人为温昌伟；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

4500001000166，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75 万元；经营范围为: 发电、供电，电力投资开

发，供水、交通建设及其基础设施开发。 

经本所核查，公司已通过2005年度工商年检。 

公司章程规定其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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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应终止的情形，也不存在下列情形： 

1、相关当事人涉嫌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正在被立案调查； 

2、股票交易涉嫌市场操纵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股票涉嫌被机构或个人非法集中持

有； 

3、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利益正在被立案调查。 

本所认为，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具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

格。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主体资格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共 6家，即电业公司、水库管理处、供电公司、昭平电力公司、

钟山电力公司、富川电力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西贺州市人民政府。 

（1）电业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5,387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企）4524021000474；注册地址为广西贺州市八步镇平安西路 12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

志荣；主营：电力投资、开发，兼营：场地、设施租赁服务；实际控制人为贺州市人民政

府。 

（2）水库管理处，为国有企业；注册资本为 1,807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企）4506211000309；住所为广西上思县城东郊；法定代表人为瞿志清；主营：水库工

程管理，兼营：发电、供电、机电安装； 

（3）供电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600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号为（企）

4500001000796；住所为广西贺州市八步镇建设中路 89 号；法定代表人为曾家信；经营范

围：电力电量供应、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4）昭平电力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2,226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

册号为（企）4524241000108；住所为广西昭平县昭平镇东宁中路 3 号；法定代表人为钟

旭机；经营范围：水力发电、供（售）电；电力工程设计与安装、电力器材、电力设备维

修、66KV 及以下送变电工程建筑安装施工。 

（5）钟山电力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850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

号为（企）4524271000080；住所为广西钟山县钟山中路 24 号；法定代表人为廖纯升；主

营：电力供应；可承担 110KV 及以下送电线路（含电缆工程）和同电压等级变电站工程的

施工；兼营：电器、机电修理；供电安装，电器材料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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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富川电力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887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

号为（企）4524281000013；注册地址为广西富川县富阳镇凤凰路 46 号；法定代表人为邓

斌；经营范围：线路、电器安装、电器材料零售、电器修理、送变电工程施工（三级）。 

经核查，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已通过2005年度工商年检。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上述非流通股股东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或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 

本所认为，电业公司、水库管理处、供电公司、昭平电力公司、钟山电力公司、富川

电力公司为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现合法、有效存续，作为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参

加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三、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证明，经公司、各非流通股股

东分别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各非流通股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表： 

 

非流通股股东名

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份性质 

电业公司 110,750,000 70.6539 国家股

水库管理处 400,000 0.2552 国有法人股

供电公司 150,000 0.0957 国有法人股

昭平电力公司  150,000 0.0957 国有法人股

钟山电力公司 150,000 0.0957 国有法人股

富川电力公司 150,000 0.0957 国有法人股

合    计 111,750,000 71.2919 国有法人股

 

前述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也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电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贺州市人民政府及公司的各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法律意见书签

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流通股，也未持有公司流通股。 

本所律师注意到，2004年4月，公司国有股股东富川电力公司与供电公司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供电公司拟将其所持公司的国有股全部转让给富川电力公司，转让的股



 5

份数量共计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57%。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富川电力公司合

计持有公司3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914%；供电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目前，

上述股份转让事宜仍在办理之中。 

2006年6月，公司控股股东电业公司与IBERDROLA,S.A.,（西班牙伊维尔德罗拉公司）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电业公司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国有股45,4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9.0016%）转让给IBERDROLA,S.A.,。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IBERDROLA,S.A.,持有公司

45,46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9.0016%）；电业公司尚持有公司65,290,000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41.6523%）。目前，上述股份转让事宜仍在办理之中。 

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及实施程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安排

股份对价：非流通股股东拟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安排 12,600,000

股对价，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对价安排 2.8 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安排一定数额的

股份为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特别是充分考虑了对

流通股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市场稳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改意见》、《办法》、《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二）非流通股股东在改革方案中做出的承诺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义

务。 

2、电业公司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启动公司管理层激励计划，具体办法由公司

董事会制定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3、电业公司承诺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同公司

2006、2007 和 2008 年度的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

润）的 50%。 

4、根据贺州市电业公司与 IBERDROLA,S.A.,于 2006 年 6 月 19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

协议书》，IBERDROLA,S.A.,拟受让贺州市电业公司持有的桂东电力国有股共计 45,460,000

股，占桂东电力总股本的 29%。该股权转让事宜已获得贺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尚须取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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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批准，目前正在报批过程中。

IBERDROLA,S.A.,承诺若该等股份转让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完成，则由其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该等非流通股股份应支付的对价，履行贺州市电业公司在桂东电力股改中作出的

承诺义务。 

5、根据富川瑶族自治县电力公司与广西贺州供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6日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富川瑶族自治县电力公司拟受让广西贺州供电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桂东电力国有股共计150,000股，占桂东电力总股本的0.0957%。该股权转让事宜已获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尚须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批准，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富川瑶族自治县电力公司承诺若该等股份转让于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完成，则由其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该等非流通股股份应支付的对

价。 

本所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上述承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公司各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和被质押、司法冻结的情形。同时，

IBERDROLA,S.A.,、富川电力公司作为相应股权的受让方，已承诺若其拟受让的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完成过户手续，则由其向流通股股东承担该等非流通

股股份对应安排的对价。因此，各非流通股股份履行自身的承诺、用于向流通股股东安排

对价的股份有足够的保障。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履行自身承诺进行持续监管。因此，上述承诺可以得到履行，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会构成法律障碍。 

（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按照下列程序实施：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经协商一致提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并签署了有关

文件和协议。 

2、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同书面委托公司董事会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摘要

并召集相关股东举行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公司董事会聘请保荐机构协助编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出具保荐意见书，同时聘

请本所对股权分置改革操作相关事宜的合规性进行验证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4、公司董事会、各非流通股股东、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本所及承办律师等签

订书面协议，明确了相关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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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全部独立董事出具意见函，就改革方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东合法权

益的保护、公司长远发展的影响等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做出说明。 

6、2006 年 6 月 2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出具了《关于同意广西桂东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股权分置改革的批复》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股权管理备案

表》，同意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本所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公司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经协商一致而提出，提

出动议的股东主体合法，程序符合《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在目前阶段

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可向证券交易所提交审核和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获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核确认后即可实施。 

五、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 

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公司已聘请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荐机构。该保荐机

构指定曾信为保荐代表人负责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工作。经本所核查，国信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具有相应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资格，国信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办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不得成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

情形，其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目前没有同时负责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保荐工作。 

本所认为，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聘请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均具有相应资

格，符合《办法》的规定。 

六、结论意见 

结合上述核查情况，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

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参与主体合

法，改革方案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在目前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可向证券交易所提交审核和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获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核确认后即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承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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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签字

页） 

 

 

 

 

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承办律师：薛有冰             

 

                                                    廖国靖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