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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⒛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诸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渚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贵司

” “
公司

°
)的委托,根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

司法》) 《谐得物流股份有限公·l章翟》〈以下lw△称 《公司章程》) 《诂得物l●i

股份有眼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股豕大会议事规则》)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指派侯钟鲁 赵娟律师 (以下l=i称
°
本所律师

”
)列席诸得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⒛19午午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司所捉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

东大舍所需的全郐文件原仵及/或复印件 同时听取了公司就相关卒顶的陈述徊

说明

在本法律意见书Ⅱ,本所律师仅对法律意见书给论总见中涉及的事顶发袤法

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ll及 这些议案所引用数捃或

表述的真实性 准确性、合法性 适当性发羡崽见 本法律崽见书仅供公司本次

厥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之

-,随其他需披露的信息-起公眚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贵·l所提佚妁文件及有关资fl‘ 对本次册本大会出具

91下法律意见:

-、 腴豕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翟序

公司第≡属董事会于20⒛ 午座月 16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刊盂了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眚 〈公告编号,⒛⒛ 008)

本次腴东大会于 ⒛20年 5月 6日在诺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0,方式召开 会议山公同董事长赵国荣先±主FT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有关召开本次股本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20日 前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向各位股东及列席人员发自'主要内容包揞 ;

会议时问 会议地点 会议召集人 召丌方式 会议审议辜项 瞅系人等 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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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逃行了公眚 本次股苯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阃 地点 会议内容与通灿巾所告知

的时间、地点、内容-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春大舍的召巢 召开程戽符合 《公司法》 《公司草程》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苯大会人员和召橥人的资榴

l 根捃本次会议签刭处的统计及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蓑〉共 l0名 〈英中包掐白然人腴豕 5名 ,法人股系 5

名),于股权登讠己日 (2020年 4月 29日 )合计持有股份 168Ⅱ 181,⑩ 0股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84F,%

2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鲨事 监事 高级管殛人员及见证律师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属董事会召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徊召架人资裕均符合 《公

司法》 《证券法》、《信息扳露细则》等f=律 怯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簟程》

的有关规定

三 关于本次会议的议綦

根捃公司鲨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被露平台上公告的通知

及榈夫董事会 监事会决议 公司董事会公布的本次会叹审议的议案为.

l审议《芙子拟修订计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草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2 审议 《关于新增〈承诺诌
.理

侧度〉的议窠》

3 审议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狠眚〉的议案》

4审议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nJ议案》

5 审议 《关于<2019年度则务谀算J艮眚〉的议案》

6 审议 《关子〈2020年瘦财务预算报臂>的议案》

7 审议 K关子<公司 2019年年度狠眚及摘要〉的议窠》

8 审议 《夫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

9 审议 《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遒合伙)为公司 2020年审计

杌构的议篡》

经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薰事会的相关公眚内容相

符,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信息披露细则》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簟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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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春大会的表诀擅序及表决给果

l 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表决,山席含议的股东及股本

代理人就
ˉ
l人本次会议议穆09提案进行了逐l,F荥 决,并由本所律师 fl’ 泰代表

监事代表技9。 相关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

2、 荥谀绉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禀结束后,公司当场公布了投票表泱结果 各议案的隶

泱结果如下.

〈-)审议 《关于拟修订谙得物梳腴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穆〉及相关制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68娲 16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谀杈股份总数的

10毗;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袤诀权股份营数的 0%;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豕大会有茉决杈股份总数|90牦 ,

(二 )审议 Κ关于薪增<承诸臂理制庹>的议案》

袤决绀果;同薏股蛔 68岱 1600股 ,宀本次股不大会有袤决杈股份总叛的

1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诀杈股份总数的 0牦;弃杈股数 0腴

占本次股尔大会有袤决杈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 《关子·,Ol9年度童事会工作银眚>的议莱》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8Ⅱ 侣1,600股 `占林次股苯大会有表谀杈腴份总数|,

10帏;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诀权股份咨数的 0%:弃杈股数 0股 ,

占本次服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 K关于0019年废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袤决,a+果 :同意腴数 168Ⅱ 咽1,60a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致的

l⒑喁;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嘻数的 0啉 弃权服数 0Fl9,

占本次胺东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牧的 0%

〈五)审议 慈关于《019年废财务决算掀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息股数 168娴 l⒗lO腴 ,占本次flq荞 大舍有表泱权股份总数的

lO鸲,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诀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杈股教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茉决杈股份嘻数的矾

〈六)审议 《关于·’0·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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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绡果-同意股数 I68,犭81f,00股 占本次股尔大舍有耒谀杈股份总数的

lO喁 ;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谀杈股份总数的 叽:弃杈股数 0股

占本次睡东大会有表诀杈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 《关于<公司 2019年年废|R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fp数 168Ⅱ 娲l,⒗ 00股 占本次股东火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教的

lO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泰大舍有表决权股份憋擞的 0%;弃杈股致 0股
'

占本次股豕大会有袤决杈版份总数的 0、

〈八)审议 《关子<2019年度利涧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诀结果;同意睃数 168,呐 l,bO0股 占本次股苯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

l⑾呒;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豕大舍有隶谀杈股份总数的 0‰;芥杈股数 0股

占本次股豕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啪

〈九)审议 《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潸 然普遒合伙)为公司 2020牟审

计机构的议案》

茉涣结果;同意股擞 168,朋 l,⑾0股 占本次股本大舍有耒决杈腚份总数的

lO啷 i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谀杈股份总数的⒑、:弃杈股数 0股

占本次股本大舍有表谀权腴份总数的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参加会议的股豕 〈包掐股东捩杈萎托代表)有效

表决通过

经核置,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人会的表决程序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缭论意见

综⊥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公 ol本次股泰大会的召纂和召开狸序 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召篡人资格 本次会议的议案 股苯大舍的表谀穆序和表泱结果等事

直均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信息披露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谀议合法 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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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为谙徐物沉脞俭有限公司 20Ι 9年午度脞豕大会泫掸咯见书乏銮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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