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京都 (大達)律り雨事努所 法律意見事

北京市京都 (大達)律嚇事努断

美子延迎宝禾り祥蜂皿股紛有限公司

召牙 2019年度股宗大会

え

法 律 意 見 牟

致 :延迪宝利祥蜂立股倫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都 (大達 )律岬事各H~I(以 下筒称“本所")接受延迎宝利祥蜂立股倫有

限公司 (以 ド筒称“公司"、 “宝利祥")的委托,指派本 Hll律岬物鋤妍、王雨穎出席公司

2019年度股末大会 ,本 Fl~律 師根据 《延迎宝利祥蜂Jk股分有限公司章程》 (以 ド筒

称 《公司章程》)和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 l法》 (以 下筒称 《公司法》)等法律、法

規和規施性文件的規定,就公司本次股末大会的召集 LJ/HJ汗程序、召集人均出席会波

人員資格、波案的中波句表決程序等相美事宜的合法性、有数性逆行始ilI和 見江井出

具法律意見。

本所律 llT在対貴公司所提供的有美本次股末大会召升的文件、資料遊行申査和蛤

iI,出席井兄iI了 公司此次股末大会的召升和表決情況,依法出具本法律意兄事。

公司保江和承諾其己祭向本所提供了力出具本法律意見事所必需的、真実的原始

れ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共 ilF吉 ,有美副本材料、_~2印 件均原件一致 ;公司対所提供

的文件、資料的真実性、完整性、合法性和有数性承担法律責任。

本所律りT是根据対事実的了解和対法律的理解友表法律意兄。

本所律りT同意公司杵本法律意見弔作力此次股木大会召牙的法定文件予以公告 ,

但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師対所出具的法律意兄弔承担法律責任。

本所律りT根据有美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按照律師行立公決的立各林准、道

徳規疱利勤勉尽責的精神,対公司本次股木大会的召集均召升、出席人員埼召集人資

格、波案的市波 lJ表決等所提供的有美文件和友生的相美事実逆行了査始和兄】E,現

出具法律意兄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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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都 (大連)律り市事努所 法律意見薔

一、公司本次股奈大会的召集、召汗

(一 )公 司γj三 F]童 事会第十二次会演通道 了美 ]i召 汗公こ12019年 11度 殿な大会

l勺 ヤ夫炭 .

(二 )公 ■l董事会 」
12020年

4ナ12211在全国股多)輪 )L系 統指定信府、披露平台

(www neeq.corTn cnttwww neeq cc)日 立1与 lli「 Jtt j′ 《延辺宝不J祥蜂Jk股倫有限公司

美子召ナ「20194F年 度股末大会通知公告》,定 +20204115月 1519日J在吉林省敦化螢

済牙友区公司会波中心召升2019年 年度股木大会。

(三 )始粒江和兄iT,公司本次股末大会現場会波千2020年 5月 15日 上午9日寸在

吉林省敦化経済牙友 IX公 司会波中心召刀
1,出

席会波的股木或股末代理人的資格登

)己 、会波召升的HJ｀ 同、地点均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祭申査,公司本次股末大会的召集和召 rl‐ 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 《公司法》等相

夫法律、法規及規疱性文件的規定。

二、出席会波人員和召集人的資格

(一 )出席本次股末大会現場会波的股木或股木代理人共汁 30人 ,代表公司有

表決枚的股倫数力 1,382.2050万股,占公 Hl恵股本的 51.6712%。

(二 )出席本次股木大会会波的其他人員有公司的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及

信息披露事雰負責人。

(三 )根据公司在全国股分特tL系統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FXKl姑 上友布的 《延辺宝利祥蜂並股分有限公司美千召升 2019年年度

股木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末大会的召集人力公司董事会。

径査騎 ,出席会波的股末或股末代理人均力在 2020年 5月 7日 1文 市后在中国II

券登t己姑算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t己在冊且在 2020年 5月 15日 8:00… 8:50吋亦

理出席本次股木大会会波登氾手数井持有公司股分的公司股木或股木代理人 ,本次股

末大会的出席、列席人員資格和召集人資格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美規

定。

三、股奈大会申波表決皓吋波案情況

本次股木大会召集期同,没有 1缶 日寸
^提

案提出。

四、本次股奈大会的表決程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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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奈大会采取,,liZ投 票表決方式,対 《延逸宝千1祥蜂セ股

`チ

ト角F民 公「1美 i・ 召

り112019年 年度股本人会通去|1公 告》所クJI月 的 '申
′
決表決事〕JI■ 行 j′ †決和投票表決 t

(一 )股本大会会波表決程序

本次股末大会ルi場会波以通名投票方式刈 《延辺宝利祥蜂並股分有限公 r]夫 j・ 召

TT201 9イ |=度 股奈大会通知公告》列明的市波事項逆行 l′ 表決,在 lh票人賄督 ド山汁票

人逆行了点票和 )卜票,井当場公布表決鮎果。

径 LiJ~査核実,現栃投票的股本和股ホ代理人共汁30人 ,代表股伶1,3822050万 股 ,

占公司恵股本的51.6712%。

祭本所律岬兄江 ,公司本次股ホ大会現場会波的表決程序和表決方式符合法律、

法規、規池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 )本次股末大会表決結果

根据出席本次股本大会会次的股末或股木代表的表決結果,本次股末大会作出決

波如 ド:

1、 通述 《美千公司 (2019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的波案》 ;

2、 通述 《美千延辺宝利祥蜂主セ股分有限公司 2019年度財努扱表申汁報告的波

案》 ;

3、 通述 《美千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技告〉的波案》 ;

4、 通這 《美千公司 (2019年度lh事会工作報告)的波案》 ;

5、 通道 《美子<公司 2019年度財勢決算報告>的波案》 ;

6、 通述 《美千く公司 2020年度財各預算報告>的波案》 ;

7、 通述 《美千銭聘 2020年度市汁机杓的波案》 ;

8、 通述 《美子公司く2019年度収益分派方案>的波案》 ;

9、 通述 《美千向吉林敦化衣村商立銀行股分有限公司申清額度貸款的波案》 ;

10、 通述 《美 1・ 預汁 2020年度 日常性美咲交易的波案》 ;

11、 通述 《美千修改<公司章程>的波案》 ;

12、 通述《美子修改<延迎宝利祥蜂Jk股倫有限公司股木大会波事規只1>的波案》:

13、 通述 《美千修改<延迎宝利祥蜂並股分有限公司董事会波事規只J>的波案》 ;

14、 通述 《美千制定<利洞分配管理制度>的波案》。

(三 )股木大会決波与氾最的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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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4(大 会主持人1111表 決ま11,'(宣 4flitな大会l二 ,■ 的決演,|1店 会又的lt末 、会 )又

i_景 人均在会演i二 景 li釜 名 c

夕1査粒和見汀[,公「1本 次股な|りく会ズ寸
^L述

各Iり1波実的現場表決程序、表決方i堵 及

表決結果,符合 《公 L41法 》等有美法律、法規和規芭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じ

五、鮎沿意見

鐙本所律師翰江和兄iIE,宝利祥 2019年年度股木大会的召集与召升程序、召集

人埼出席人員資格、波案的申波与表決程序 ,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和 《公

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数。

本法律意見事一式三分 ,毎一分具有同等法律致力。

[本頁以下元正文]

第 4頁 共 5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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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頁元 正文 ,力北京市京都 (大連 )律師事勢所 《美 千延迎宝利祥蜂上ヒ股紛有限公

11召 TT 2019年度股末大会法律意見事》之釜署頂 ]

律師所負責人 :

兄iI律用:                ヽ
珈 み

杉州酬

笠署吋同: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 日

王雨穎

理 pocO13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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