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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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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有关规定，就公司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如下

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股东、股东授权代表、董事、监事及其他

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及/或授权委托书； 

2、公司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出的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及 

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本所亦根据有关规定委派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和现场表决的程序进行了审核和见证。 

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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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国（就本法律意见书而言，不包含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未对有关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

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亦未对非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公司应向本所保证，

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文件、数据、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复印

件与原件一致，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己向本所披露，而

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

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 173 条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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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

向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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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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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2 月 14 日下午 14:00 开始，现场会议地点

为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369 号兆丰世贸大厦 28 层公司 1 号会议室；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 2月 14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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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3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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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主要包

括：公司的部分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和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137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635,485,13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94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2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023,450,5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41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12,034,5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9827%；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网络投票

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13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35,264,7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784%。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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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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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表决，按规定指定的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徐鹏飞、陈萌对现场投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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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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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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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 选举江南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587,747,399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387,527,022 股。 

○2 选举孔微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593,880,080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393,659,703 股。 

○3 选举嵇海荣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593,879,907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393,659,530 股。 

2、《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议案所提及的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均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1 选举杜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437,054,880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236,834,50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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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举葛俊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593,838,930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393,618,553 股。 

○3 选举葛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604,016,983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403,796,606 股。 

○4 选举卓福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406,662,181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206,441,804 股。 

3、《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1 选举杭璇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529,296,502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329,076,125 股。 

○2 选举林南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609,522,727 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409,302,3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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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5,635,334,9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3%；反对股份数 101,0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8%；弃权

49,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435,114,6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101,02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49,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34%。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经本所见证律师签字及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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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萌    律师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