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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见证了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见证了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北

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须查

阅的文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认真核查。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资料，是真实、

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法律文件予以

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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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经核查，本次会议的召集议案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2. 2022 年 9 月 6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网站上公告了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时间、地点、会议方式、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并按《股东大会规则》

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事项进行了充分披露。 

3.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 2022 年 10 月 10 日，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刘

惠城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召开方式及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 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计

232 名，代表股份 362,686,2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766%。 

（1）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

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名册，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明资料和授权委托文件进行了审查，确认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

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5 名，代表股份 305,260,3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1.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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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资格由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平台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平台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227 名，代

表股份 57,425,9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22%。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以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审议了本次会议通知所列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

案》 

1.1 选举刘惠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刘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选举黄迎春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选举贾唐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选举季久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 选举卫来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2.1 选举刘守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 选举李俊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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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选举卢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

的议案》 

3.1 选举龙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2 选举石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核查，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 

五、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结果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现

场投票或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上述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已回

避表决。其中，现场表决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会议推举的计票人、监票人按《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点票、计票，会议主持人当场

公布了现场投票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对现场投票结果没有提

出异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的议案》 

1.1 选举刘惠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944,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48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684,6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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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举刘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1,068,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82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808,3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418%。 

1.3 选举黄迎春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828,7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16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568,5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5243%。 

1.4 选举贾唐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828,7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16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56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5243%。 

1.5 选举季久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2,796,8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758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536,7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9515%。 

1.6 选举卫来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860,1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24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599,9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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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790%。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2.1 选举刘守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927,8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43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667,6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6969%。 

2.2 选举李俊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1,889,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508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629,0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3709%。 

2.3 选举卢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846,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21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586,8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5561%。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

的议案》 

3.1 选举龙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0,988,3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2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728,2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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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举石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31,658,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445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98,8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700%。 

4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1,015,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2.259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2,699,6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5285%。 

5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47,4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509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1,231,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9722%。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970,4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725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1,654,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7088%。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六、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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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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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贰份，经本所盖章及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每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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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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