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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6G20200521-00011 号 

 

致：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召开。北京德恒

（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或“本所”）受公司委托，指派皇甫天

致律师、邓宇戈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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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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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 《公司章程》； 

（二）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布的《长园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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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 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 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公司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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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

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

意见： 

 

一、 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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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本

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之间间隔已达到 15 日，股权

登记日（2021 年 2 月 19 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

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

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二） 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14 点在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

材料港 5 栋 3 楼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

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5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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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5 日 9:15-15:00。 

2. 董事长吴启权先生因公出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

事何炜伟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就《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

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

事、监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

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67 人，代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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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1,682,7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836%。其中：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29,879,4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83%。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

决。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

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由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本所律师及工作

人员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

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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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 

五、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为： 

1.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4,769,53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237%；反对6,693,120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356%；弃权220,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765,4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9.3114%；反对6,693,1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3483%；弃权220,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40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0,952,44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190%；反对9,492,313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7523%；弃权1,238,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948,4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4098%；反对9,492,31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6761%；弃权1,238,000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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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914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开发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7,699,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185%；反对13,983,25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815%；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95,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3804%；反对13,983,25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61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 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各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4.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527,581,2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967%；反对14,101,4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03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577,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1977%；反对14,101,4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8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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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527,581,2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967%；反对14,101,4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03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577,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1977%；反对14,101,4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8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27,581,2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967%；反对14,101,4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03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577,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1977%；反对14,101,4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8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527,364,3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566%；反对14,318,3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434%；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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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360,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7.8623%；反对14,318,3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2.13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527,581,2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3967%；反对14,101,4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03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577,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1977%；反对14,101,4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8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527,618,8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036 %；反对14,015,8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874 %；弃权48,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9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4,8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2558%；反对14,015,8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6700%；弃权48,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2%。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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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527,677,6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145%；反对13,932,7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721%；弃权72,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73,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3467%；反对13,932,7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5415%；弃权72,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18%。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527,623,1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044%；反对13,944,5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743%；弃权11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9,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2624%；反对13,944,5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5598%；弃权115,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778%。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0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527,653,1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100%；反对13,906,5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672%；弃权123,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49,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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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3088%；反对13,906,5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5010%；弃权123,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902%。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4.10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527,615,5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030%；反对14,011,1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866%；弃权56,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1,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2507%；反对14,011,1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6627%；弃权56,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866%。 

根据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5.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874,9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6355%；反对12,107,7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2352%；弃权700,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870,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0.1979%；反对12,107,7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7199%；弃权700,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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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737,4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6101%；反对12,172,7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2472%；弃权772,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733,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9.9853%；反对12,172,7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8204%；弃权77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94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7.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9,049,52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6677%；反对11,500,33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230%；弃权1,132,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2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045,4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0.4677%；反对11,500,33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7.7807%；弃权1,132,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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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8.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

示及拟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788,22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6195%；反对11,929,13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2022%；弃权965,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784,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0.0637%；反对11,929,13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4437%；弃权965,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92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9.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741,78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6109%；反对12,079,773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2300%；弃权861,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5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737,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9.9919%；反对12,079,7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6766%；弃权861,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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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10.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

2023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2,447,64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2951%；反对7,943,813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665%；弃权1,291,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443,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5.7216%；反对7,943,81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2820%；弃权1,291,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9965%。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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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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