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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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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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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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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广东本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康达

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贵公司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及股东大

会的召开和投票统计结果等实际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业务管理办法》、《执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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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规定对证券业务律师的法定职责、勤勉尽职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应本所的

要求，贵公司提供了以下文件资料及陈述： 

1、《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2、《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3、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3民终 13834 号《民事判决

书》； 

    4、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 0304 民初 7145 号《民事

判决书》；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2014）6 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 

     6、2015 年 10 月 15 日温某等 12 人《公证声明书》； 

     7、2016 年 6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

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林志的关注函》； 

     8、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公司对京基集团、林志等的登记资料； 

     9、(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 36 号案件的进展说明； 

     10、2015 年 8 月 31 日京基集团、林志、王东河《一致行动行

动人协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1、2015年 12 月 30 日京基集团、林志、王东河关于受让林志

等 10 人股票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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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6 年 2 月 25 日京基集团关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林

志、王东河全部股票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3、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1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15、《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及股东京基集团《关于提

请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及附件。 

    本所在贵公司保证上述文件资料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文

件资料及口头陈述均为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

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系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会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

时报》上公告了《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会议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且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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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已就此作出《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 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

第 101条、第 102条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提案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发布的《会议通知》，贵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

大会召集人，已就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前 15 日以公告方式向全

体股东发出通知。《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期

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

席会议的方式等。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充

分披露，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另本所律师注意到，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收到股东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提出的《关于提请深圳

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的通知》及附件，京基集团要求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三项临

时提案，贵公司董事会对京基集团提出的三项临时提案材料进行审核

后，认为京基集团请求增加的三项临时提案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故决定不提

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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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收到股东

临时提案事项的公告》，将京基集团的临时提案具体内容，不提交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实和理由以公告的形式告知全体股东。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系由贵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依据《公司法》第 101 条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六条关于股东大

会由董事会召集的相关规定，据此，贵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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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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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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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下午 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7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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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

通知》中公示告知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一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第 20 条、第 21条的有关规定。 

5、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罗爱华

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第 101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27 条及《公

司章程》第 67 条的有关规定。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1、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及出席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持股证明、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

及/或授权委托证明书进行了现场核查，确认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共计 252,842,5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7039 %。其中京基集团

在出席现场会议前已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了投票,故其代表的股份应计

入网络投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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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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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 107

人(包含出席现场投票的京基集团)，代表公司股份共计 134,721,56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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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关于股东大会存在的特殊情况 

1、关于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表决权 

     依据贵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作出的[(20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

自 2013年 9 月 5日，林志（身份证号：4408211973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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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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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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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林志出具了[(20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林志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人民币 60 万元。 

林志在受到行政处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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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达到 19.80%。2015年

8 月 31 日，林志与京基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后于 2016

年 1月-2016年 2月将其持有公司 19.80%的股份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全

部转让给京基集团。另京基集团以自己名义增持了公司 11.85%的股

份，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持有

公司 1.94%的股份。深圳证监局就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志等涉

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股票的行为正在核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尚未作出最终的核查结论。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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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符。 

    为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害，公司于 2015 年 12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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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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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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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本所律师注意到，贵公司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系以证券监管机构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嫌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增持股票的行为尚未作出最终核查结论及股东资格确认

纠纷案件正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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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暂停或停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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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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或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故京基集团受让林志等人涉嫌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而获得公司 19.80%的股份暂不计入股东大会表决

权股份总数，待证券监管部门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疑似一致

行动人涉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股票的行为核查结论或股东资格

确认纠纷案件的司法判决结果后，视核查结论和判决结果的情况对表

决结果作相应调整。 

本所律师认为，因证券监管部门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疑

似一致行动人涉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股票的行为尚未作出核查

结论及人民法院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疑似一致行动人股东资

格确认纠纷正在审理过程中，出于谨慎原则及避免公司利益及公司其

他股东利益可能遭受损害的考虑，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应将京基集团受

让林志等人涉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而获得公司 19.80%的股份暂

不计入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待证券监管部门对京基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疑似一致行动人涉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股票行为的核

查结论或人民法院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疑似一致行动人股东

资格确认纠纷的司法判决结果后，视证券监管部门核查结论和法院判

决结果的情况再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作相应调整。 

2、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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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是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议案，议案

的内容、事实和理由均通过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

《证券时报》以公告的形式告知公司全体股东，同时也征求了公司独

立董事的意见，符合《公司法》第 101 条、《公司章程》第 40 条及《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依

法可以交由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2）关于京基集团请求增加的三项临时提案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收到股东京基集团提出的《关

于提请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及附件，京基集团要求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三项临时提案，提案一为《关于请求股东大会对股东临时提案

合法性进行表决的议案》；提案二为《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提案三为《关于要求公司立即根据人民法院生

效判决书调整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公司 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的议案》。贵公司董事会对京基集团提出的

三项临时提案材料进行审核后，认为京基集团请求增加的三项临时提

案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属于股东大

会的职权范围，故决定不提交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的事

实和理由已向京基集团作出答复并通过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告知。 

本所律师认为，首先，依据《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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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临时提案一《关于请求股东大会对股东临时提案合法性进

行表决的议案》不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同时依据《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第十四条第三款及本公司《公

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

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

作出决议。”其次，京基集团的临时提案二违反了《公司章程》

有关《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的程序规定。依据《公司章程》

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公司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细规定股

东大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案的审议、投票、

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决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

公告等内容，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权内容应明

确具体。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应作为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拟定，

股东大会批准。”在未经董事会的前提下，京基集团提案二要求

股东大会直接审议其自行修改并拟定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

体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程序

性规定。第三，京基集团的临时提案三依据（2016）粤 0304 民

初 7145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粤 03 民终 13834号《民事

判决书》，要求调整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公司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因上述两个判决系对 2015 年

11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的判决，并没有对京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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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行使表决权做出认定，京基集团是否能行使表决权的纠纷

尚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阶段（案号为：(2015)粤高法民二

初字第 36 号），故其临时提案三的理由不充分。据此，京基集

团的三项临时提案未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二）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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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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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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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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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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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进行了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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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137,232,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3.5831％；反对 49,264,97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6.4156％；弃权 2,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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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

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3,503,2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1.9340％；反对 2,974,8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8.0508％；弃权 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2％。  

表决结果：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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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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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15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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