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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名称：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时间： 2021年5月12日14：30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1901A）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根伙先生

7、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3人，代表股份1,196,522,461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8.8926％。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36,361,3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780％。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4人，代表股份1,232,883,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7706％。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外，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0人，代表股份40,877,2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8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32,532,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26,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11％；反

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2％。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232,532,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26,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13％；反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3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9％。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232,532,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26,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11％；反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2％。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32,532,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26,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11％；反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2％。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32,532,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26,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11％；反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2,165,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7％；反对71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2％；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58,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425％；反对717,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5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2,462,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8％；反对9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5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86％；反对94,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02％；弃权3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公司董事长部分权限的议案》；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2,966,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531％；反对28,821,9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645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4,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4893％；反

对28,821,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5085％；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02,679,9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01％；反对30,202,

8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3,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108％；反对30,202,86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86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15,000,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95％；反对17,881,

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5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94,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21％；反对17,881,917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45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216,136,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45％；反对5,195,

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5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80,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2875％；反对5,195,61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103％；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32,859,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0％；反对2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52,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8％；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0％；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娟律师、王莹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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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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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6月2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58号市北高新商务中心3F宴会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2日

至2021年6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20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2021年度银行融资及相关担保授权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将在2021年5月2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刊载于《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

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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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20 爱普股份 2021/5/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如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2、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如有）；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如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股东可以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 传真或信函的登记时间以公司收到为准。股

东授权委托书（连同其它授权文件）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4小时前送至本公司登记

地点，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及联系方式。

（二）参会登记时间：2021年5月31日一2021年6月1日（9:00-11:30，13:30-16:0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高平路733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提供

的网络投票平台直接参与投票。

六、 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预计半天，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二）请出席现场会议者最晚不迟于2021年6月2日下午13:15到会议召开地点报到。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021-66523100

传真：021-66523212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高平路733号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200436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2日召开的贵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2020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2021年度银行融资及相关担保授权的议案》

7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020� � � �证券简称：爱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5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4月1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21061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与相关中介

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并做出了书面说明和解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网站披露的《爱普香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将于《反馈

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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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盛硅业”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

知于2021年5月10日以短信和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12日下午14:00时在公司

慈溪办公室二十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相关条款中规定：“遇有紧急事项，可以随时通过电话等其他口头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等相关人员，并于董事会召开时以书面方式确认” ，本次会议系临时紧急会议）。出席会议

的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办

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即将到期，为

了顺利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决

议的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2月8日，除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2月8日，除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其他内容不变，在

延长期限内继续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合盛硅业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

关联董事罗立国、罗燚、罗烨栋、浩瀚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

的规定，公司拟于2021年05月28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合盛硅业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1-038）。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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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盛硅业” ）于2020年6月3日召开了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同时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的全部事宜，授权事项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即2020年6

月3日至2021年6月2日内有效）。

股东大会决议作出后，公司董事会积极开展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于2021年2月1日经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08号），批复有效期至2022年2月8日。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即将到期，为了顺利实

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延长至2022年2月8日，除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

他内容不变；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2月8日，除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其他内容不变，在延长期限内

继续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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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58号恒元广场B座恒元广场酒店3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0,258,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19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龚吉平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张雅聪女士、副总经理章金洪先生列

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20,133 99.9939 37,900 0.0061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0,933 99.9988 7,100 0.0012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109,112 99.9763 148,921 0.0237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合盛硅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合盛硅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实施进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258,033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617,036,90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0,558,753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662,376 1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146,682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515,694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662,376 1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2,624,476 98.5764 37,900 1.4236 0 0

7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662,376 100 0 0 0 0

1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2,513,455 94.4064 148,921 5.5936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其他议案为一般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同意； 议案4、6、7、10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张玲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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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5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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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5月28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58号恒元广场B座恒元广场酒店3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5月28日

至2021年5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办

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刊登于2021年05月13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

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罗立国、罗燚、罗烨栋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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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60 合盛硅业 2021/5/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法：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 法人股东：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

东的授权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的有效持股凭证、书面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二） 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登记时间为2021年05月27日8：30-17：00。之后

将不再办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

（三） 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 会议登记方式：

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或用信函、邮件、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龚吉平先生0573-89179052

会务联系人：高君秋女士0573-89179055

公司传真：0573-89179977

公司邮箱：hsir@hoshinesilicon.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乍浦镇雅山西路530号邮编：314201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5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

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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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富达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实业” ）持有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盛硅业”或“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113,413,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了《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富达实业计划于2021年2月24日至2021年5

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9,3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计划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8,7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达实业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4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26%），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注：合计数与分项

数累加不一致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减持股份实施之后， 富达实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6,913,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富达实业发来的《富达实业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结果告知

函》，根据相关法规要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富达实业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13,413,472 12.09% IPO前取得：113,413,472股

注1：富达实业当前持股股份来源含IPO前取得股份及因公司权益分派实施转增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持股5%以上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富达实业 6,500,000 0.69%

2021/3/12 ～

2021/5/11

集 中 竞

价交易、

大 宗 交

易

42.80 －

61.34

331,838,

140

已完成 106,913,472 11.40%

注1：上述减持期间内，富达实业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4,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400,000股（占公

司最新总股本的0.26%）,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合计数与

分项数累加不一致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5/13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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