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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长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亮科技”或“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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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

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同公告，并依法对

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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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的《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股东王长春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增

加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增加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该临时提案提交时间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

前，提交人持股比例在 3%以上；同日，公司董事会发出了《深圳市长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补充通知》），公告了临时提案的内容。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已提前 20 日以上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

出通知。根据《会议补充通知》，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已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并已书面通知召集人，并由召集人在收到提案后的当日发出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会议通知》《会议补充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

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

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

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内容。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2 年 5 月 6

日下午 14:00，本次股东大会如期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湾科技生

态园一区 2 栋 A 座 5 层长亮科技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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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6 日 9:15-9:25，9:30-11:3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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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6 日上午 9:15 至下



                                                        法律意见书  

3 

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人员 

1.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以下合称

“股东”）共 93 人，代表股份 155,353,15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5469%。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6 人，代表股份 16,906,01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2.3448%。 

（1） 现场出席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

证明等材料，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141,393,737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19.6108％。 

（2） 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

网络投票结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 73 人，代表股份 13,959,41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361％。以上通过

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2. 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二） 召集人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法律意见书  

4 

司董事会召集。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会议补充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

束后，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规定，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

最终表决结果并当场清点投票结果，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规

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表决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78,405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438%；反对 927,4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970%；弃权 247,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5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731,2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3.0513％；反对 927,4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4859％；弃权

247,3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628％。 

2. 《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227,50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754％；反对 884,8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96％；弃权 240,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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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780,3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3.3417%；反对 884,8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2339％；弃权

24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243％。 

3. 《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215,10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674％；反对 905,8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831％；弃权 232,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767,9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3.2684％；反对 905,8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3581％；弃权

232,2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735％。 

4. 《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65,60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56％；反对 941,9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63％；弃权 245,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5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718,4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2.9756％；反对 941,9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5717％；弃权

245,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527％。 

5. 《关于〈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40,005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191％；反对

1,213,1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809％；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692,8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2.8242％；反对 1,213,1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758％；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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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54,247,80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885％；反对 856,3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512％；弃权 24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800,6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3.4618％；反对 856,3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0653％；弃权

249,0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28％。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239,361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4059％；反对 983,4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717％；弃权 248,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674,5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2.7159％；反对 983,4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171％；弃权

248,0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66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长春回避表决。 

8. 《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01,361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365%；反对 923,8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461％；弃权 245,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1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736,5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3.0827％；反对 923,8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4646％；弃权

245,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52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长春回避表决。 

9. 《关于 2022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135,00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562％；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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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8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7315％；弃权 239,4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81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566,7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2.0783％；反对 1,099,8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056％；弃权

239,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1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长春、郑康、赵伟宏、李劲松回避表决。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43,30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12％；反对 964,24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207％；弃权 245,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5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5,696,17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2.8437％；反对 964,246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7036％；弃权

245,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527％。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136,20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7108％；反对

8,216,9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2892％；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689,068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51.3963％；反对 8,216,948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037％；弃

权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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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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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赖继红  游晓 

 

 

   

   王红娟 

    

    

  时间：    202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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