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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接受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吕延峰、张晔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会议议程、

议案等文件资料，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所作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保证所提供

的文件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准确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

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

本所披露。 

2.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的表决程序以

及表决结果等事项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现场核查、验证。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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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现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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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开。 

（二）2018 年 2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站等公

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告编号：2018-017）。《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提交大会审议的事项，出席会议的人员，会议登记

办法和股权登记日等。2018 年 2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站等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0）。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表决与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7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6 日 15:00 至 2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网络投票表决的时间与公告的时间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 14:30 在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

道 5 号海南大厦 42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家福先生主持。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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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二）根据《会议通知》，于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2 月 22 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公司总股份 6,007,828,231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955,358,261

股（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

1,052,469,970 股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27 名，代表股份

4,051,074,50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7.429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514%。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

和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资格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表决时

间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共计 21 人，代表股份 543,750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0.009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以上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三）经核查，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 2

名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2018年1月26日、2018年2月10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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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充分、完整的披露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4）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具体议案如

下： 

1.《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2.《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3.《关于申请增加与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4.《关于2017年至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没有修改原有会议议程及

提出新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之情形；议案的内容与形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现场投票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涉及关联交

易，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议案 2仅选举一名董事，

无需采用累积投票制；议案 3、4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

票，并在本所律师的监督下当场公布了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 

（二）网络投票及表决 

在假设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程序符合相关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网络投票的公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

有效。 

（三）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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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并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以下简称“总体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合计表决结果及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1.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1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对应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96,808,551 股，对应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408,349,760 股。本次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的总体表决结果及中

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

（股） 

占本次会议

非关联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

(股) 

占本次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满申

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796,566,801 99.9697% 241,750 0.0303% - 0.0000% 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的议案 

408,108,010 99.9408% 241,750 0.0592%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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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第 2-4 项议案对应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051,618,252 股，对应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08,349,760 股。

本次股东大会第 2-4 项议案的总体表决结果及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第 2-4 项议案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关于补选董事的

议案（选举马永庆

为公司董事） 

4,051,371,102 99.9939% 242,150 0.0060% 5,000 0.0001% 审议通过 

3.关于申请增加与

控股子公司互保额

度的议案 

4,051,340,102 99.9931% 273,150 0.0067% 5,000 0.0001% 审议通过 

4.关于 2017 年至

2019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4,051,461,702 99.9961% 151,550 0.0037% 5,000 0.0001% 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 2-4 项议案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2.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选

举马永庆为公司董事） 
408,102,610 99.9395% 242,150 0.0593% 5,000 0.0012% 

3.关于申请增加与控股子公

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408,071,610 99.9319% 273,150 0.0669% 5,000 0.0012% 

4.关于 2017 年至 2019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408,193,210 99.9617% 151,550 0.0371% 5,000 0.001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 1、2 经出席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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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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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性意见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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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签署页，无正文） 

 

 

 

 

 

 

 

 

 

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延峰 张晔 

         （签字）：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