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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于 2019年 6月 24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 14 时 30 分在陕西省西安市

火炬路 3号楼 10层 C座博通股份会议室召开，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龚健律师、马乐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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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前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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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

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

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共十项议案，其中第八项议案《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系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该议案 12,943,062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211 % ，未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因此议案八表决结果为不通过，其余议案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6月 1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西安

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通知列明了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登记方法、召开方

式等重大会议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2019年 6月 24 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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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 14 时 30 分在陕西省

西安市火炬路 3号楼 10层 C座博通股份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会议议程与公告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2、公司董事长王萍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主持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经本所律师核查，第六届董事会的成立合法，

董事会成员身份合法，作出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合法。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 2人，代表股份总数 12,943,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228%。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18名，代表

公司股份 11,606,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836%。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0 人，代表

股份 24,550,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064%。 

经核查，各股东均为截止 2019 年 6 月 17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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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在职人员。 

4、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其他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博通股份董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2、《博通股份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3、《博通股份 2018 年年度报告》和《博通股份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博通股份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5、《博通股份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博通股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博通股份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9、《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10、《关于选举梁彦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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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所列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所律师见证了计票、

监票的全过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服务系统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 

根据统计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博通股份董事会 2018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1,620,53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72 %；

2,277,3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5 %； 652,100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63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8,752,47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229 %； 2,277,3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4949 %； 652,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22 %。 

2、《博通股份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1,620,53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72 %； 

2,277,3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5 %； 652,100 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63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752,47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229 %；2,277,3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4949 %； 652,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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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通股份 2018 年年度报告》和《博通股份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21,620,53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72 %； 

2,277,3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5 %； 652,100 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63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752,47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229 %；2,277,3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4949 %； 652,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22 %。 

4、《博通股份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21,315,83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261 %；

2,582,0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176 %； 652,100 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63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8,447,77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146 %；2,582,09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2.1032 %； 652,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22 %。 

5、《博通股份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9,105,93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244 %；

2,582,0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176  %； 2,862,0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80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6,237,87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974 %；2,582,0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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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22.1032  %； 2,862,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4994 %。 

6、《博通股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7,293,53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420 %；  

5,051,9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83 %； 2,20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97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425,47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829 %；5,051,9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3.2460 %；2,20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711 %。 

7、《博通股份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9,275,25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5141 %；  

3,367,7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180 %； 1,906,983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79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407,188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68  %；3,367,7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8.8289 %；1,906,98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243 %。 

8、《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2,943,06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211 %；  

11,606,96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789 %；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审议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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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75,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420 %；11,606,96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3580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9、《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742,08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758 %；  

4,098,0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928 %； 6,709,851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314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874,0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17 %； 4,098,09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5.0805 %；6,709,851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378 %。 

10、《关于选举梁彦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15,214,28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725 %；  

3,599,55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21 %； 5,736,183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654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346,2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841 %；3,599,559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0.8129 %；5,736,18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030 %。 

公司制作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等相关人员

签字。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八系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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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该议案 12,943,06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211 % ，未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因此议

案八表决结果为不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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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在此确认：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加盖本所印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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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签章页，此页无正文。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方燕 

           

 

 

 经办律师：                                

             龚     健          马     乐 

                          

 

 

 2019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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