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2）第 273 号 

 

致：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

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6 号三七

互娱大厦 20 楼会议室召开。因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以视频会议

的形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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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三七互娱

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

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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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公告，并依法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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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对公司提

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22 年 4月 25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

大会，并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通过指定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通知》，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和会议

登记手续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6 号三

七互娱大厦 20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卫伟先生主持，完成了全

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

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

和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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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因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本所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

席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277 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128,487,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8817%，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17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8,101,2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0834%。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260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0,385,789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15.798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27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52,035,1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8727%。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有关人员

出席（包括通过视频方式出席的情形）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列席了会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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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交所系统进行认证。经核查，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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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

点、监票和计票，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主

持人当场公布了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20,058,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31％；

反对 131,2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6％；弃权 8,297,59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43,606,3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7.6057％；反对 131,2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3％；弃权 8,29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二）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20,056,8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30％；

反对 132,6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8,297,59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43,604,9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7.6053％；反对 132,6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7％；弃权 8,29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三）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文版全文及摘要、英文版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120,058,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31％；

反对 131,2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6％；弃权 8,297,59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43,606,3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7.6057％；反对 131,2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3％；弃权 8,29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四）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20,058,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31％；

反对 131,2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6％；弃权 8,297,59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43,606,3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7.6057％；反对 131,2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3％；弃权 8,29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五）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25,318,3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2％；

反对 134,8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弃权 3,033,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8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48,866,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0999％；反对 134,8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3％；弃权 3,03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618％。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关于聘任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92,489,3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101％；

反对 21,465,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2％；弃权 14,531,73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16,037,47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89.7744％；反对 21,465,9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977％；弃权 14,531,73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79％。 

表决结果：通过。 

（七） 《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28,324,6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6％；

反对 149,8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弃权 1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51,872,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539％；反对 149,8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6％；弃权 1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表决结果：通过。 

（八） 《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1,510,7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2535％；反对 19,579,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4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32,455,6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4.4382％；反对 19,579,5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 《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99,333,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0593％；反对 21,756,5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4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30,278,6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3.8198％；反对 21,756,5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8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1,510,2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8.2535％；反对 19,580,0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4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32,455,1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4.4381％；反对 19,580,0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杨军、刘军系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

人之一，因此其对议案八、九、十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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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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