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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文传媒”或“公司”）的委

托，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本所”）就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及《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经办律师（“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并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中文传媒提供的与题述事

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验证。同时，本所律师还审

查、验证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验证的其他法律文件

及信息、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中文传媒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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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审查、验证、询问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中文传媒如下承诺及保证：

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完整、真实、准确、合

法、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仅供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予以公告。 

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备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主体资格，并对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

文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

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由 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定召集。2019 年 3 月 29 日，中文传媒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

发布了《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到并超过

二十日。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出席会议对象，说

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股

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的登记办法、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同时，通知中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题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 点 30 分

在中文传媒大厦 6楼 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中文传媒董事长赵东亮先生主持。 

4、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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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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查验，中文传媒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中文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

召开，决定召集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文传媒第五届董事会是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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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现场会议

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如下： 

（1）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会议登记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

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64,343,950 股，占中文传媒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018%（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1,377,940,025 股，其中公司回购的股份为 787,759 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377,152,266 股）。 

（2）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

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 4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85,701,939股，占中文传媒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3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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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52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850,045,889 股，占中文传媒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249%。 

2、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中文传媒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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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

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

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49,783,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90%；反对 26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10%；

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0%，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49,719,9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16%；反对 325,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84%；

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6%，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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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49,76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2%；反对 27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28%；

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2%，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49,719,92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16%；反对 325,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84%；

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6%，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9,814,3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27%；反对 231,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73%；

弃权 0 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4,273,35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50%；反对 23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450%；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 《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849,750,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52%；反对 29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48%；

弃权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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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4,193,45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704%；反对 311,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96%；

弃权 0 股；回避 755,541,0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8.8824%。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4,193,45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704%；反对 31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96%；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8. 《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

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2,130,9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688%；反对 7,914,9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312%；

弃权 0 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6,589,93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248%；反对 7,914,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3752%；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88%，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9,732,4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31%；反对 311,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66%；



    

法律意见书 

7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1%，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9,751,0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53%；反对 29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47%；

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3%，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1.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9,751,0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53%；反对 29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47%；

弃权 0 股。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3%，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非独立董事 8 名，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2.1 选举赵东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3,3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6%，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2,329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62%。 

12.2 选举朱民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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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834,051,4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118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8,510,439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3.0755%。 

12.3 选举张其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2,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1,82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57%。 

12.4 选举谢善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3,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6%，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2,32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62%。 

12.5 选举夏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2,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1,82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57%。 

12.6 选举吴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2,4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1,42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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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选举蒋定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2,5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1,52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54%。 

12.8 选举温显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923,3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386%，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382,32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562%。 

1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独立董事 5 名，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3.1 选举李汉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6,954,8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599%，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1,413,8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1477%。 

13.2 选举黄倬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7,063,8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1,522,823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2631%。 

13.3 选举涂书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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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837,063,5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1,522,5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2627%。 

13.4 选举廖县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7,063,5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1,522,5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2627%。 

13.5 选举李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7,063,8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1,522,8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2631%。 

14.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人选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股东监事 3 名，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4.1 选举吴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192,1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52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9,651,143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2825%。 

14.2 选举周天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5,192,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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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526%，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9,651,44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2829%。 

14.3 选举王慧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837,063,6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72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1,522,6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2628%。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不存在对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及公司董事签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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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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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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