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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

表法律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

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

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 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总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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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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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所律师查验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册、营业执照、身份文

件、授权委托书，以及截至 2017 年 4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股份 2,639,548,179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8.479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有效时间内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计 54 名，代表股份 381,257,227 股，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68%。 

据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

代理人共计 86 名，合计代表股份 3,020,805,406 股，占股份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6.9263%。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

法资格。 

2、 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68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387,722,2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900%。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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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5%以上股份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1）公司董事；（2）公司监事；（3）公司董

事会秘书；（4）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5）本所律师；（6）公司董

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

了书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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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总数和统计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020,531,8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72,4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2、 审议通过《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019,840,495 股同意，629,900 股反对，335,011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1%。 

3、 审议通过《2016 年度财务报告》 



	 法律意见书	

4 
 

表决结果：3,020,534,4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69,8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803,4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8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87,720,244 股同意，1,200 股反对，8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5、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3,019,905,306 股同意，2,200 股反对，897,9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2%。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3,020,531,0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73,2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011,938,004 股同意，8,595,402 股反对，272,000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5%。 

8、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500,206 股同意，36,200 股反对，26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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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 

9、 审议通过《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3,020,496,0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08,2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8%。 

10、 审议通过《关于逐项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凌克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513,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91,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 

10.2 《关于选举黄俊灿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529,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75,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10.3 《关于选举陈爱虹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64,195 股同意，67,211 股反对，274,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7%。 

10.4 《关于选举陈必安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5,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0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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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关于选举孙聚义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5,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0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10.6 《关于选举徐家俊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529,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75,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10.7 《关于选举林胜德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79,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25,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 

10.8 《关于选举姚大锋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13,195 股同意，67,211 股反对，325,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0%。 

10.9 《关于选举韦传军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513,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91,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 

10.10 《关于选举贝多广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4,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10,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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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关于选举张立民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529,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75,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10.12 《关于选举陈劲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4,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10,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10.13 《关于选举王天广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4,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10,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10.14《关于选举高峰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5,206 股同意，1,200 股反对，30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11、审议通过《关于逐项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1 《关于选举胡翔群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94,206 股同意，2,200 股反对，30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11.2 《关于选举徐倩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28,195 股同意，68,211 股反对，309,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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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5%。 

11.3 《关于选举周丹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20,463,195 股同意，68,211 股反对，274,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7%。 

经表决，上述议案 1 至议案 9 取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 10 和议案 11 取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所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

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