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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
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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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修订）》
（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
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
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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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发表意见，不对会
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
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
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指定媒体发布了《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其内容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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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2 月 20 日。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40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26,543,93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6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11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794,812,8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02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9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31,731,12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6%；
参 与 本 次 会 议 表 决 的 中 小 投 资 者 33 名 ， 所 持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为
132,974,0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8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点、监票和计票。经统计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45,371,940 股。
同意 745,300,2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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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60,74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弃权 10,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2,902,36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60,74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7%；
弃权 10,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恕慧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二） 审议《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永续债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79,784,711 股。
同意 1,179,713,52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
反对 63,09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2,902,86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5%；
反对 63,09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
恕慧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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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926,543,933 股。
同意 2,926,482,24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1,24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2,912,36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6%；
反对 51,24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5%；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9%。
（四）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926,543,933 股。
同意 2,926,484,7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48,71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2,914,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5%；
反对 48,71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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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9%。
（五）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越秀金控资本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926,543,933 股。
同意 2,926,482,74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0,74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2,912,86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0%；
反对 50,74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9%。
（六） 审议《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79,784,711 股。
同意 1,165,090,57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45%；
反对 14,686,03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48%；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18,279,92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法律意见书

88.9496%；
反对 14,686,03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443%；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
恕慧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七） 《关于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79,784,711 股。
同意 1,179,697,08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6%；
反对 79,52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2,886,43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1%；
反对 79,52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8%；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
恕慧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八）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79,784,71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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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165,101,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54%；
反对 14,672,7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37%；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18,290,85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578%；
反对 14,672,75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43%；
弃权 10,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9%。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
恕慧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上法律意见仅供公司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予以公告使用，非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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