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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方金禾律帰事分所

美子江亦牛宏医菱股分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木大会的

法律意見事

致 :江亦隼宏医豹股分有限公司

江亦金禾律りT事雰所 (以 下筒称 “本所 ")接受江亦学宏医豹股分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公司")的委托 ,指派顔暁春律師、島日
|「 鷺律姉出席井兄】「公司召汗

的 2017年年度股末大会 (以 ド筒称 “本次股木大会"),吋 公日本次股本大会

的召集和召汗程序、出席会波人員的資格、表央程序的合法性、有数性等 ,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学人民共和国)「券法》等有夫法律、法規和規

池性文件以及 《江方隼宏医豹股分有限公 Hl章程》 (以 ド筒称 “《公司章程》")

避行 J′ 決真的申査。

力出具本法律意 /mL事 ,本所律 llm出 席井兄涯 了本次股宗大会,対本次股末大

会所渉及的有美事項逃行 了中査,査岡了相美会波文件 ,井対有美同題逃行 J′ 必

要的核査和聡 IE。

本所律用同意将本法律意見市随公司本次股奈大会決決一井公告,井依法対

本法律意見事承担相庄的責任。

本所律用根据相美法律、法規和規池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律り平行 レヽ公次的Jレ

雰林准、道徳規疱和勤勉尽責精神,出具法律意兄如下 :

…、美千本次股木大会召集

1、 2018年 4月 25日 ,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波以現 j///J方式召升,会

決申波通辻 J′ 《美予召升 2017年度股末大会的炭案》,決定召汗本次股末大会。

2、 2018年 4月 26日 ,公 lll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並股多〉特性系統円靖刊登

了《江亦牛宏医菊股分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末大会通知公告》(以 ド筒称“《股

木大会通知》")。 《股末大会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炭召汗吋同和地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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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内容、会波出席対象、会波登t己亦法、会波登氾及咲系地九L、 咲系人姓名利屯

活号^偶等。

本所律師径核査決力,公 司本次股末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大法律、法規、

規池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本次股木大会的召升

1、 多本所律師強IE,股 奈大会会波采用現場会決方式召升。本次股木大会

千 2018年 5月 16‖ [1午 9:30在 公司会決室召升,本次股木大会会波召升的実

隊吋同、地点均 《股木大会通知》中所告知的吋 |百1、 地点 ^致 ,符合有美法律、

法規、規茫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

2、 本所律姉祭核査入力,本次股木大会山公司董事K盛尤オ主持 ,符合有

美法律、法規、規VE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出席本次股末大会人員的資格

1、 出席本次股木大会的股木及股本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木大会現場会波的法人及 1卜法人机杓股本的敗

'1登

t己資料、

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IE明 、授枚委托事、股木代理人身分】[和 ↑人股水只Kブ｀

登氾IE明 、身分 IE、 今人股木代理人授杖委托事,参加本次股木大会的股末及股

木代理人 4名 ,代表有表決杖的股伶 3400万股 ,占公司股倫恵数的 79.33%。

径本所律師唸iI,出 席本次股木大会的股木均力股杖登氾 日 2018年 5月 14

日登氾在朋的公司股木,且持股数量与股末名冊的氾裁相符 ;出 席会波的股木代

理人所代表的股末氾或千股木名朋,持有的 《授杖委托事》合法有敷。

2、 除股木和股木代理人出席本次股水大会現場会波外,出席及列席lJu場 会

波的人員包括公 l il部分董事、鵬事、高数管理人共以及本所律姉3  ・

本所律師径核査汰力,本次股末大会出席会波人員符合有美法律、法規、規

疱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美規定,出席股本及股木代理人有杖対本次股木大

会的波案遊行市波、表決〇

lJl、 美‐
1・本次股本大会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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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経本所律りT核査,公司董事会在 《股木大会通知》中公 /1J了 本次股木大

会的波案。

2、 本所律岬姪核査入力,本次股本大会所寧決的事項均 《股木大会通知》

中公告的波案内容相符,符合有大法律、法規、規直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規

定。

五、大 1・ 本次股木大会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

本次股末大会股末采取T/mL場投票的方式,逐項表決了股木大会通知中列出的

各項提案 ,根据表決結果及本所律りT的申査 ,本次股木大会申波通述了下列波案 :

1、 《2017年董事会工作扱告》的波案 ;

表決結果力 :同意3400万股,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央的股木所持有数表央

枚股分恵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末所持有数表決杖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末所持有数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2、 《2017年盗事会工作報告》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 :同 意3400万 股 ,占 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致表決

枚股分忌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枚股倫

恵数的0%。

3、 《2017年年度報告及年扱摘要》的波案

表央結果力 :同意3400万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央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

杖股分忌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央枚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央的股末所持有数表央杖股分

恵数的0%。

4、 《2017年度財券決算報告》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 :同 意3400万股 ,占 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

板股分忌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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恵数的0%。

5、 《2018年度財努預算報告》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同意3400万股,占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末所持有数表決

杖股分恵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末所持有数表決杖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6、 美子数聘天衡会汁りT事各所 (特殊普通合侠)力公司2018年度申汁机杓

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同意3400万 股,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

杖股分恵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枚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末所持有数表決杖股倫

恵数的0%。

7、 美子碗汰2017年度美咲交易以及預汁2018年 日常性美咲交易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同意1000万股,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

杖股分恵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股末江明盛江投資有限公司、盛尤オ、盛九娼回避表決。

8、 美子2018年銀行借款額度預it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同意3400万股,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

杖股分思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枚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央的股末所持有数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9、 美子向江亦隼宏医豹連鎖有限公司等三今美咲方借款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同意1000万股,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

杖股分恵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杖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股木江明盛江投資有限公司、盛尤オ、盛尤娼回避表決。

10、 美子公司2017年度利潤分配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同意3400万股,占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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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股分忌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枚

股分患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末所持有敷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11、 美子公司前期会it差錯更正的波案

1 表決結果力 :同意3400万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

杖股分忌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数表決杖

股分忌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杖股分

恵数的0%。

12、 美子会汁政策変更的波案

表決結果力 :同意3400万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

枚股伶恵数的100%;反対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決的股木所持有敷表決枚

股分恵数的0%;奔杖0股 ,占参加本次股木大会表央的股末所持有敷表決枚股分

忌数的0%。

根据汁票監票代表対表決結果所倣的清点及本所律りT的核査,上述波案荻得

参加会波的全体股木所持有表決杖股分恵数的道半数賛成、以普通決波方式通

述。

本所律りT決力 :本次股木大会的表決方式、表決杖行使、)1‐ 票和幣票的程序、

表決票数均符合有美法律、法規、規池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木

大会所申波的事政 句公告中列明的事巧t相 符,不存在対其他未祭公告伯1臨 ll・ l提案

逃行申波表決的情形。公司本次股木大会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法有数。

六、箱稔意兄

家 L所述 ,本所律りT決力,公 司 2017年 年度股木大会綸召集和召汗程序、

出席会波人員資格、本次股木大会的波案和表決程序等事宙l,均符合 《中学人員

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夫法律、法規、規池性文件及 《公司章繹》的規定。出席会

波人員的資格、会波 /HJ集人的資格、会波和表決程序、表決猪果合法有数。本次

股木大会形成的決波合法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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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元正文,力江万金禾律りT事各所美千江亦隼宏医豹股分有限公司 2017年

年度股末大会的法律意見事之釜字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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