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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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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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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国浩律师（南

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在江苏省昆

山市黑龙江北路 8 号御景苑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

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2021 年 3 月 23 日，贵公司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贵公司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2021 年 4 月 23 日，贵公司刊登了《关于 2020 年度股东大会调整部分议案审

议内容的补充通知》，鉴于公司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内容的议案》，同意将调整后的《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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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鉴于原议案内容已经本议案重新调整，同意原议案不再提交公司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变动的说明外，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

召开地点、疫情防控期间参会的相关提示、参会方式等相关事项不变。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 

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和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外，还包括了参加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经查，贵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20 天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2、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00-15:30 在江苏省昆山

市黑龙江北路 8 号御景苑二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的

董事吴传林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项与前述通知披露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了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

认为：贵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出席

对象、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等相关事项，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

议题等与会议公告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1、 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6 名，所持股份数为 356,282,78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0.6615%。根据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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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3 名，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76,012,951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16.0065%。经合并统计，通过现场参与表决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

东共计 39 名，持有公司股份数共计 632,295,73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6.668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含持股

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 37 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数共

计 54,730,13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1739%。 

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2、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632,206,2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反对 77,5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640,6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5%；反对 77,500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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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6%；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2、《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632,206,2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反对 77,5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640,6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5%；反对 77,500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6%；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3、《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632,206,2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反对 77,5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640,6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5%；反对 77,500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6%；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 632,206,2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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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反对 77,5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640,6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5%；反对 77,500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6%；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5、《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632,193,3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反对 102,4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627,7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9%；反对 102,400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1%；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32,130,3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8%；反对 153,4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

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564,7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78%；反对 153,400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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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3%；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7、调整后的《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 631,280,6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95%；反对 1,015,1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5%；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

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3,715,0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53%；反对 1,015,100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47%；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关于选举高启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632,146,533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4%；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

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580,93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74%；反对 149,200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6%；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进行计票及监票，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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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

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

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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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负责人：马国强                     经办律师：于  炜 

                                         

                                                                     

                                          

                                              朱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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