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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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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接受北大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的委托，指派田晶律师、吴志林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提出议案的资格和程序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出具

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对所涉及的资料和文件进行

了审查和验证。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为

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

规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

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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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就本次股

东大会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2021年4月21日发出的《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年4

月23日发出的《关于<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本次股东大

会于2021年5月18日下午2点3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9楼会

议室举行，董事长宋金松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通知

内容一致。 

公司董事长宋金松先生主持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完成了会议议程，董事会工作

人员当场对本次股东大会作记录，并由公司的董事会秘书签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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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240,685,209股，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代表共计22人，代表股份2,820,901股，

共计代表股份243,506,1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0.8576%，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经核

查，本所律师认为，全体股东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及行使表决权，其他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现行章程的

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同，未发生否决、修改原议

案或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进

行了表决。由股东代表和监事对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以下议案： 

1、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2,406,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485%；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0 股。 

2、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2,373,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349%；反对 1,132,600 股；弃权 0 股。 

3、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2,373,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349%；反对 1,132,600 股；弃权 0 股。 

4、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2,373,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349%；反对 1,132,600 股；弃权 0 股。 

5、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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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42,373,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349%；反对 1,132,600 股；弃权 0 股。 

6、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回避 240,685,209 股，同意 1,688,3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8497%；反对 1,132,600 股；弃权 0 股。 

7、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回避 240,685,209 股，同意 1,688,3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8497%；反对 1,132,600 股；弃权 0 股。 

8、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回避 240,685,209 股，同意 1,645,4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3289%；反对 1,175,500 股；弃权 0 股。 

9、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884,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3340%；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522,400 股。 

10、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884,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3340%；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522,400 股。 

11、通过了《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 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回避 240,685,209 股，同意 1,721,5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1.0266%；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0 股。 

12、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2,406,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485%；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0 股。 

13、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242,406,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485%；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0 股。 

14、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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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42,406,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5485%；反对 1,099,400 股；弃权 0 股。 

15、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55,1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703%； 

15.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5.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5.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5.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5.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6、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6.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6.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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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7、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7.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7.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17.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240,793,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8861%。 

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一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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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见证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_ 

 

 

见证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