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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贵公司现行有效
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列席
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告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决议公告》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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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且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作出决议并
发出公告。
据此，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
根据前述通知及公告，贵公司董事会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 20 日以公
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期限、会议
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式等内容。
据此，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的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下午如期
在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贵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谢永
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还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据此，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
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 席 贵 公 司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代 理 人 共 444 人 ， 代 表 股 份
13,377,255,754 股，占贵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339%。其中，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01 人，代表股份 1,932,187,854 股，占贵公司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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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份总数的 9.9567%。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及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司董事会邀
请的其他人士。
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均与贵公司董事会所公
告的议案一致，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或取消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均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逐一表决。该等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
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
贵公司对审议的议案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的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当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已通过。该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以普通
决议案形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第（1）至第（8）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案形式表
决审议通过了第（9）及第（10）项议案（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后附
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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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报告》；
（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管理规划（2022 年-2024 年）的议案》；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券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0）《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贵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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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建伟

律师

签字律师：

留永昭

律师

蓝嘉懿

律师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同意
序号

反对

弃权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13,361,137,924

99.8795%

891,759

0.0067%

15,226,071

0.1138%

通过

2.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13,361,137,824

99.8795%

891,859

0.0067%

15,226,071

0.1138%

通过

3.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
度报告摘要》

13,361,140,624

99.8795%

889,059

0.0066%

15,226,071

0.1138%

通过

4.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和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3,361,141,424

99.8795%

888,259

0.0066%

15,226,071

0.1138%

通过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13,374,455,991

99.9791%

2,778,963

0.0208%

20,800

0.0002%

通过

6.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13,376,310,195

99.9929%

898,059

0.0067%

47,500

0.0004%

通过

7.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2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3,257,117,723

99.1019%

6,260,537

0.0468%

113,877,494

0.8513%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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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序号

反对

弃权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8.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管理规划
（2022 年-2024 年）的议案

13,376,346,895

99.9932%

886,859

0.0066%

22,000

0.0002%

通过

9.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
和二级资本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3,234,019,030

98.9293%

64,052,290

0.4788%

79,184,434

0.5919%

通过

10.00

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13,375,700,895

99.9884%

1,530,159

0.0114%

24,7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第 5 和 7 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5.00
7.00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2,118,998,942

99.8680%

2,778,963

0.1310%

20,800

0.0010%

通过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2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01,660,674

94.3379%

6,260,537

0.2951%

113,877,494

5.367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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