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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2）第149号 

致：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称“信达”）接受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

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

文件以及《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

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http://www.shuj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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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信达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决定于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

下午14:30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会议对象、出

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3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

月23日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航空城大道欧菲光未来城综合办公楼7

楼一号会议室。 

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

内容一致。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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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963,903,8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587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41,958,0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2879%；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5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204,730,0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843%；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6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1,005,861,9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8753%。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

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受新冠疫情影响，信

达律师通过网络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

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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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以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了逐项表决，按规定指定的股东代表、监事和信达律师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

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

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005,6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9%；反对 5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0%；弃权

30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73,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7%；反对55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30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79%。 

2. 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008,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1%；反对 56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5%；弃权

28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76,2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0%；反对56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6%；弃权28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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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005,6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9%；反对 56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9%；弃权

29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73,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7%；反对56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8%；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34%。 

4. 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005,6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9%；反对 56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5%；弃权

28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73,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7%；反对56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6%；弃权2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07%。 

5. 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008,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1%；反对 5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0%；弃权

30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76,2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0%；反对55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30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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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281,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3%；反对 57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7%；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149,2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3%；反对57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8%；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9%。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1,342,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07%；反对 65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1%；弃权

3,865,2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0,210,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24%；反对65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弃权3,865,2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880%。 

8.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283,6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5%；反对 56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5%；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151,7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5%；反对56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6%；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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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4,921,5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5%；反对 930,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5%；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789,6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07%；反对93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5%；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9%。 

10. 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4,922,4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 929,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4%；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790,5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11%；反对92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0%；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9%。 

11.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016,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9%；反对 56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7%；弃权

28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84,3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9%；反对56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6%；弃权28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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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4,960,4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4%；反对 891,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6%；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3,828,5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7%；反对89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5%；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9%。 

1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291,7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3%；反对 54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2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4,159,8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5%；反对54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弃权2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4. 审议通过《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68,638,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94%；反对 37,212,9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96%；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7,507,1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185%；反对37,212,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66%；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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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0.0049%。 

经验证，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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