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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

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

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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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

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

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

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1.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0 年 2 月 2 日，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期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据此，公司董事会已于会议原定

召开日十五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并于股东大会召开日（延期后）前 2

个工作日前公告并说明了原因。会议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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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 根据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表、身份证明，出席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有关的授权委托书已于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置备于公司住所。经本所律师见证，股东提供的授权委托书

及其它相关文件符合形式要件，授权委托书有效。 

2.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已在公司制作的

签名表上签名。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4：00 在北京市朝

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院 104 号楼梧桐南会议室召开。公司副董事长赵冬主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及资料均已提交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 

4.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2月 1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有效期间内，通过网

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总计 46 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经查验，出席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代表股份 1,327,053,6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4162%。经核查，上述股东均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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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

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

接投票的股东共 46 名，代表股份 4,584,5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70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

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 4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217,37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194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632,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36%；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584,5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707%。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会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见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

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现场选举股东代表何国杰、陈莹为计票人和监票人，

本所律师、监事王岩与计票人、监票人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共同进行清点、

监票和计票。 

经核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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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据。经验证，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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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修改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1.01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2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或发行对象范围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是否分次

发行 

同意 1,331,10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96%；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167,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 



 

法律意见书 

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679,4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902%；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167,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81%。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3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4 票面股息率或其确定原则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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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5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同意 1,330,990,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14%；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569,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895%；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277,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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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6 回购条款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7 表决权的限制和恢复 

同意 1,331,161,4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42%； 

反对 396,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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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0,6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632%； 

反对 396,2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39%；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8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9 信用评级情况及跟踪评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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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10 担保方式及担保主体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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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11 本次优先股发行后上市交易或转让的安排；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12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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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13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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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

案（修订版）>的议案》 

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版）的议案》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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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承诺（修订版）的议案》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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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329,848,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6%； 

反对 1,70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3%；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427,9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030%； 

反对 1,708,9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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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7. 《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的议案》 

同意 1,331,187,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 

反对 37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8%；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6,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54%； 

反对 370,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7%；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8.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1,329,799,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19%； 

反对 1,758,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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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0%；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78,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619%； 

反对 1,758,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95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延期的议案》 

同意 1,329,799,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19%； 

反对 1,758,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0%；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378,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619%； 

反对 1,758,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951%；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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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分之二以上。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 《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关联交易的

额度的议案》 

同意 611,485,8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67%； 

反对 368,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68,87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037%； 

反对 368,0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34%； 

弃权 80,5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2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关联股东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盈润汇

民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11. 《关于2020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 1,331,232,3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95%； 

反对 325,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 

弃权 8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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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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