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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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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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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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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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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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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即 2020 年 1 月

4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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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发布的上述通知公告载明了

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载明了有权出席股

东的股权登记日，披露了会议审议的事项，告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联

系人姓名和联系电话，提示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十五日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发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

通知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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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

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并结合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9 名，代表 2,185,730,40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47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 19 名，代表 2,066,432,5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7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0 名，代表 119,297,8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64%；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92 名，代表

182,734,8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10%。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合法

有效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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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均具备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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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

事代表和两名律师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

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85,497,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94%；

弃权 19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9%；反对 37,05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82,502,3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弃权 19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0%；反对 37,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85,497,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94%；

弃权 19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9%；反对 37,05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82,502,3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

弃权 19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0%；反对 37,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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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74,499,6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862%；

弃权 5,682,4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0%；反对 5,548,28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71,504,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41%；

弃权 5,682,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97%；反对

5,548,2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62%。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74,503,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863%；

弃权 5,678,9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8%；反对 5,548,28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71,507,6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60%；

弃权 5,678,9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77%；反对

5,548,2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62%。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的议案》 

5.1 选举其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82,775,36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648%；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79,779,84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29%。 

5.2 选举陈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82,994,22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48%；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79,998,70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26%。 

5.3 选举史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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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182,891,68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01%；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79,896,166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65%。 

5.4 选举陆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83,431,38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48%；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80,435,86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19%。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的议案》 

6.1 选举陈贵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84,448,975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414%；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81,453,457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87%。 

6.2 选举夏立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84,452,571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415%；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81,457,053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07%。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提名的案》 

7.1 选举鲍一青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73,448,723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381%；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70,453,20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790%。 

7.2 选举黄丽鸣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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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160,719,569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8.8557%；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57,724,051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13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审议通过，

涉及特别决议事项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关于选

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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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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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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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强  律师                             雷丹丹  律师                    

                                              

 

                                                                     

                                              王双婷  律师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电话：021-52341668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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