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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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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网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公司其

他公告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公告。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

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此外，鉴于单独持有公司 8.26%股份的股东

刘成彦先生于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临时提案，公司董事

会按照相关规则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

于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司发布的前述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

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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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

程序等事项。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

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14：30 在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 号光启文化广场 A 幢 5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

知内容。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

证明等相关资料，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对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相关资料的统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共 38 名，代表股份 576,432,7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499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770%。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所议议案逐一进行了审议。 

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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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3,080,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85%；

反对 3,351,9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的具体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3,028,1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94%；

反对 396,7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3,007,8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8%。表决结果为

通过。 

3、《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的具体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3,028,1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94%；

反对 396,7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弃权

3,007,8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8%。表决结果为

通过。 

4、《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的具体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69,868,4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12%；

反对 3,556,4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0%；弃权

3,007,8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8%。表决结果为

通过。 

5、《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的具体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3,033,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3%；

反对 391,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9%；弃权

3,007,8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8%。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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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6、《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的具体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69,212,6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75%；

反对 4,212,0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07%；弃权

3,008,0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8%。表决结果为

通过。 

7、《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的具体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3,018,90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78%；

反对 405,7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4%；弃权

3,008,1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219%。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的具体

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3,024,50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7%；

反对 400,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4%；弃权

3,008,1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219%。表决结果为通过。 

9、《关于修订<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的

具体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3,033,50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3%；

反对 391,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9%；弃权

3,008,11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219%。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关于调整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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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6,203,9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3%；

反对 22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7%；弃权 6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11、《关于调整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股票期权数量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6,203,9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3%；

反对 22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7%；弃权 6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12、《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相关事项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

况为： 

同意 563,950,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46%；

反对 12,481,7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53%；弃权

26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13、《关于聘请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为： 

同意 576,20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7%；

反对 22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弃权 26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14、《关于调整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项的议案》的具体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69,940,3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37％；反对 6,492,3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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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3%；弃权 6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对每项议案合并统计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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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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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  强                 见证律师： 岳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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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563,950,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46%；反对12,481,7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3%；弃权2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576,206,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7%；反对22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2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569,940,3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37％；反对6,492,3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3%；弃权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对每项议案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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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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