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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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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华

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

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公告，并依法对

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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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式和参与

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等内容。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3:30 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新

公路 207 号会议室，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立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时间、

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公司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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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的时

间与前述公告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

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可以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 203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153,986,0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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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

托证书及对召集人资格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078,9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7 %；

反对 7,459,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弃权 4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议案二：《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136,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

反对 7,401,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弃权 4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议案三：《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113,6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9%；

反对 7,392,0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弃权 480,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议案四：《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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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46,098,6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 %；

反对 7,407,0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弃权 480,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议案五：《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5,391,3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 %；

反对 8,045,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弃权 549,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 

议案六：《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406,3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3%；

反对 10,175,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弃权 403,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议案七：《关于监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3,493,1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

反对 10,067,4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弃权 425,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议案八：《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17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070,1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6%；

反对 7,487,1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弃权 2,428,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 

议案九：《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1,966,8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9%；

反对 9,900,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弃权 2,11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 

议案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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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42,063,0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6%；

反对 9,837,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弃权 2,085,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 

议案十一：《关于 2018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491,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4%；

反对 10,858,96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弃权 635,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金融机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5,442,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

反对 7,908,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弃权 635,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 

议案十三：《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融资相

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056,8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5%；

反对 7,263,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 %；弃权 665,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 

议案十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321,8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2%；

反对 7,172,0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弃权 492,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议案十五：《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234,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7%；

反对 7,259,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弃权 492,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议案十六：《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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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46,207,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

反对 7,245,5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弃权 53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 

议案十七：《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207,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

反对 7,245,5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弃权 53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 

议案十八：《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226,0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6%；

反对 7,226,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弃权 53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 

议案十九：《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56,3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5%；

反对 9,137,5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3 %；弃权 492,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议案二十：《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312,8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2 %；

反对 9,181,0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弃权 492,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 

议案二十一：《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262,1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9%；

反对 9,198,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弃权 525,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 

议案二十二：《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197,1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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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7,170,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弃权 61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并公告的事项采取现场记名

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于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议案十一、议案十二、议案十

四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

定，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

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经

办律师为张隽律师、王恺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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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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