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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接受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指派屈文静律师、桑洋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召

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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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

了核查和见证，并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法律的理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

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

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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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系经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由

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监事会于2016年7月23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第八届监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及《关于召开2016年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司

监事会于2016年9月6日发布了《关于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暨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会议通知》，公司监事会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

东发出通知。《会议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

审议事项、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联系方式以及登记事项等，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也已依法充分披露。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监事会在2016年7月23日、2016年9月6日分别发布了《关

于召开2016年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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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的19项提案。 

本所律师同时注意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做出如下决

议：“与会人员认真审阅了京基集团提出的十八项议案的内容，并全面查阅了《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监事会认为，京基集团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提交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十八项议案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不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但考虑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未规定在股东所

提议案不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况下，监事会是否可以拒绝股东自行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以防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行为发生。为避免涉嫌违

法的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降低该等股东造成公司治理混乱的风险。基于谨慎原则，

监事会暂同意依据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召开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2、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年9月13日至2016年9月14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贵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服务。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9月14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下午15∶00至2016年9月14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

时间。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下

午14:30如期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6011号绿景纪元大厦A座24楼大会议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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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

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5、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何光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1、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股东的持股证明、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或授权委托证明书进行了

核查，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50人，

代表公司股份258,026,8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030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士。 

（二）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72人，代表公司股份160,593,97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1.0969%。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

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三）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监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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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存在的特殊情况 

1、关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表决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6号】查

明：自2013年9月5日，林志（身份证号：44082119731229**** ）作出决策，委托

匡某某在其办公室具体操作“林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

“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

“杨开金”、“凌建兴”、“刘彬彬”共13个账户陆续买入公司股票；至2013年

10月10日，以上13个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9，988，186股，首次超过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的5%，达到5.12%；至2013年10月29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40，588，

671股，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的10%，达到10.39%；至2013年12月11日，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58，928，565股，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的15%，达到15.08%；至

2014年3月11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61，787，291股，占比15.81%，达到峰值后至

2014年7月20日未卖出。因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未依照《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

定履行报告、通知及公告义务。2014年11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监管局于向林志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6号】，决定对林志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60万元。 

林志在受到行政处罚而未改正完毕的情况下，又于2015年6月增持了公司3.99%

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股票77,387,291股，占比19.80%。2015年8月31日，林志与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后于2016年1月-2016年2月将

19.80%的股份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全部转让给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另京基集团有限

公司以自己名义增持了公司11.85%股份，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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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持有公司1.94%股份。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自其一致行动人林志等13人处受让林志等人通过违法增持

而获得的公司股份，深圳证监局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志等涉嫌

违法违规的行为正在核查，在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董事会以及见证律师，

出于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得出的核查结论，

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依据不同情况作出了相应的效力判断。 

2015年12月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诉林志、陈木兰、林举周、

郑裕朋、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

刘彬彬、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王东河之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案号：（2015）

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6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在改

正其违法行为前不得对其持有或实际支配的本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 2、请求人

民法院确认各被告不具备收购本公司的主体资格； 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

将合计持有或实际支配的本公司股票减持至合计持有比例5%以下； 4、请求人民

法院判决各被告按照前述诉讼请求第3项减持原告股票所得收益归原告所有，暂按

人民币5亿元计，具体数额按照实际所得收益数额确定； 5、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各

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公司股票过程中涉嫌存在“故意隐瞒事实”、“刻

意做出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深圳证监局对该等涉嫌违规行为正在核

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6 年 7月 4日出具《关于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16]第88号），认定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信息披露内容不完

整，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条和第2.1条规定的情形；且京

基集团有限公司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过程中历次信息披露及问询答复内容与事实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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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符。 

现没有证据显示林志已经依法改正完毕，且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的争议尚在法院审理阶段。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的

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

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或在报告、公告等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

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人不得对其

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因此，尽管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并进行了投票，但其受让林志等人通过违法增持而获得公司 19.80%的股

份暂不被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其

他股份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参照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应依据监管部门对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核查结论分别处理。为简

化起见，本次股东大会将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其余股份 46,290,080 股

（占比 11.85%）以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公司 7,576,100股（占比 1.94%股份）合计为 13.79%股份暂计入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如监管部门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疑似一致行动人涉嫌违法

违规行为的核查结论或人民法院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疑似一致

行动人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司法判决对本次投票结果产生影响，则视情况对表决

结果作相应调整。 

2、关于本次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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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公司董事会就京基集团临时提案所公告的回应和就该等议案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所作的回复，以及监事会在会议通知发出当日所发监事会公告中告知的事

实以及监事会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问询的回复，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宣读议案之前，会议主持人已向本次股东大会第 1至第 18项议

案的提案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释明该等议案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询问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撤回提案。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拒绝撤回

该等提案，执意在本次股东大会中就该提案进行表决。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提案的内容应当……并且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十四条“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规则

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所列的第 2至第 18项议案，依法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1）关于第 2-12项议案 

《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

其职务。为保持公司重大经营政策的连续性，董事会换届时所更换、增加的董事

数额总计不得超过上届董事会董事名额的三分之一。” 

议案 2-12 的内容为拟就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进行罢免，违反了《公司章程》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第

五十二条、五十三条的规定，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是无效议案。 

（2）关于第 13-15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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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3-15的内容为拟就公司现有监事会成员进行罢免，违反了《公司章程》

的规定，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不

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是无效议案。 

（3）关于第 16、17项议案 

议案 16、17的内容为拟重新选举公司董事会成员（含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

上述议案系以议案 2-12生效并通过为前提，如议案 2-12无效或未通过，则上述

议案不具备表决条件。 

（4）关于第 18项议案 

议案 18 的内容为拟重新选举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成员，该议案系以议案

13-15 生效并通过为前提，如议案 13-15 无效或未通过，则该议案不具备表决条

件。 

（二）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

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及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三）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

明的相关议案进行了投票，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

了监票和计票，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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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 1《关于要求公司终止履行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就康达

尔山海上园二、三、四期工程以及康达尔沙井工业园城市更新项目所签署的<深圳

市建设工程施工（单价）合同>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追责的议案》未获得审议通过。 

2、议案 2-12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第五十二、五十三条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

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为无效议案；且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通过比例而未通过。 

3、议案 13-15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为无效议案；

且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而未通过。 

4、基于议案 2-15无效，议案 16-18不具备表决条件,本次股东大会不得进行

表决并作出决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会在该额度内进行融

资的议案》。 

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1：《关于要求公司终止履行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就康达尔

山海上园二、三、四期工程以及康达尔沙井工业园城市更新项目所签署的<深圳

市建设工程施工（单价）合同>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追责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435,2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3511％；

反对 134,117,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73％；弃

权 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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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关于提请免去罗爱华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71,0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3216％；

反对 134,142,9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590％；弃

权 4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94％。 

议案 3：《关于提请免去季圣智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92,9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3317％；

反对 134,117,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74％；弃

权 4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09％。 

议案 4：《关于提请免去黄馨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56,6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3150％；

反对 134,131,1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536％；弃

权 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14％。 

议案 5：《关于提请免去李力夫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78,0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3248％；

反对 134,119,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81％；弃

权 5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71％。 

议案 6：《关于提请免去李邑宁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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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83,038,8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689％；

反对 134,119,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81％；弃

权 398,1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30％。 

议案 7：《关于提请免去潘同文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32,4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660％；

反对 134,119,2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81％；弃

权 404,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59％。 

议案 8：《关于提请免去祝九胜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47,8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730％；

反对 134,114,5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59％；弃

权 393,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10％。 

议案 9：《关于提请免去胡隐昌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42,6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707％；

反对 134,112,5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50％；弃

权 401,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43％。 

议案 10：《关于提请免去陈扬名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03,7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528％；

反对 134,112,5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50％；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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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439,9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022％。 

议案 11：《关于提请免去栾胜基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998,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502％；

反对 134,112,5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50％；弃

权 445,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048％。 

议案 12：《关于提请免去曾江虹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882,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0969％；

反对 134,112,5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450％；弃

权 561,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581％。 

议案 13：《关于提请免去蒋艳华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997,5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499％；

反对 134,077,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291％；弃

权 480,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10％。 

议案 14：《关于提请免去李晓锋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986,4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448％；

反对 134,077,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289％；弃

权 492,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63％。 

议案 15：《关于提请免去张明华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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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997,9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501％；

反对 134,077,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1.6289％；弃

权 480,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10％。 

    议案 16：《关于提议重新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17：《关于提议重新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18：《关于提议重新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鉴于议案 16、议案 17 和议案 18 是以议案 2 至议案 15 表决通过为前提，由

于议案 2 至议案 15 未获通过，因此议案 16、议案 17 和议案 18 无需统计投票情

况。 

议案 19：《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会在该额度内进行融资的

议案》 

    同意 140,616,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4.6346％；

反对 74,895,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4.4260％；弃权

2,043,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394％。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所列的第 1项议案表决结

果未达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而未通过；第 2项至第 15项议

案，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且表决结

果未达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而未通过；基于第 2项至第 15

项议案无效，第 16项至 18项议案不具备表决条件，本次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

并作出决议；其他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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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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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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