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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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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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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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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 月 20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0月 20日 13点 30分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

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要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二、各位股东对下列议案进行逐项审议：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2.01 选举孙任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万柏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3 选举董立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4 选举么大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3.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

人 

3.01 选举闫丙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2 选举宋晓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3 选举石瑛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4.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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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选举王化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 

4.02 选举张文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 

 

三、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和提问 

四、主持人宣读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法 

五、选举监票人和计票人 

六、股东（或股东代表）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 

七、休会，表决结果统计，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见证 

八、复会，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 

十一、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二、会议结束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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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现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董事会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持大会正常秩序和提高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做好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

作。 

二、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下同）请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要求的会议登记方法办理登记手续，出示相应证件，经验证合格后领取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三、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四、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额不计入表决数。特殊情况，

应经股东大会工作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数。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行使、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不得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 

六、股东发言和提问 

股东要求在会议上发言，应提前到发言登记处进行登记（发言登记处设于大

会签到处旁）。大会主持人根据发言登记处提供的名单和顺序安排发言。股东提

问应举手示意，并按大会主持人的安排进行。 

发言时需说明股东名称及所持股份总数。 

股东发言、提问时间共 20 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相关，每

次发言原则上不超过 3分钟，以使其他股东有发言机会。 

本公司相关人员应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本公司真诚希望会后与各位股东以多种方式进行互动交流，并感谢各位股东

对本公司经营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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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现场投票表决的有关事宜 

（一）现场投票表决办法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请股东按要求逐项填写，务必签署股东名称或者姓名，并将表决票投入票箱。

未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均视为弃权。 

（二）现场计票程序：由主持人提名 2名股东代表及 2名监事代表作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计票、监票人，其中由监事代表担任总监票人，经与会股东鼓掌通过。

计票、监票人在审核表决票的有效性后，统计表决票。总监票人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八、现场会议开始后，请将手机置于无声或振动状态。 

九、本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十、其他未尽事项请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30日披露的《唐山三孚硅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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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是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公司 2019年度的审计机构，在 2019年度的审计工作中，

信永中和能够严格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客观公正地履行工作职

责，顺利完成了审计工作。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拟续聘信

永中和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最早可追溯到 1986年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已有延续 30

多年的历史，是国内成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 也是唯一一家与当时国际“六大”

之一永道国际有七年合资经历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2000 年，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12 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

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

座 8层，注册资本：3,600万元。 

信永中和具有以下从业资质： 

（1）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 

（3）首批获准从事 H股企业审计业务； 

（4）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

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

队伍。 

信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青岛、长沙、

长春、大连、广州、银川、济南、昆明、福州、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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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庆、南宁、合肥和郑州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是第一家以自主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4

年正式发起创建 ShineWing International（信永中和国际）国际会计网络，并

在香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英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德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设有 13家境外成员所、56个办公

室。2019 年度在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国际会计公报，简称 

IAB）公布的全球国际会计机构排名中位列第 19位，是中国乃至亚洲独立会计品

牌获得的最高排名。 

2.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首席合伙人是叶韶勋先生，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合伙人（股东）

228人，注册会计师 1814人。从业人员数量 5919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

册会计师超过 800人。 

3.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 2019 年度业务收入为 27.6亿元，净资产为 1.2亿元。 

信永中和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300 家，收费总额 3.4 亿元，涉

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交通运

输与仓储物流业、金融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资产均值在 196亿元左右。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

偿责任，2019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亿元。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

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七次，无

刑事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师玉春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合伙人，自从 2003 年开始专职从事注册会计师

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公司提供过 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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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经验。 

拟担任独立复核合伙人：张昆女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合伙人，自从 1995 年开始专职从事注册会计

师审计业务 25 年。至今为多家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

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经验。现任九芝堂股份有限

公司和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史锦辉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经理，自从 2013 年开始专职从事注册会计师审

计业务。至今为多家公司提供过 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

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经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相关人员无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无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三）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主要基于公司业务规模、审计服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投

入人员及工作量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等，2020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费用为 40.0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0.00万元，与公司 2019年度审计费用保持一致。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

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其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和为上市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担任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期间，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独立、客观、公正地完成

各项审计工作，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续聘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信永中和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其在为公司提供服务期

间，能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

谨慎勤勉地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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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查，信永中和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遵照勤勉、独立、客观、公正

的执业准则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的要求。本次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继续聘请信永中

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20日 

 

 

 

 

 

 

 

 

 

 

 



 10 

议案二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推荐及本人

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提名孙任靖先生、万柏峰先生、董立强先生、

么大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详

见附件）。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

项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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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孙任靖，男，196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英国居留权，大专学

历。曾任唐山三孚硅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唐山三孚新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 

2、万柏峰，男，1965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唐山三孚硅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唐山三孚化学原料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唐山三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唐山三

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3、董立强，男，1970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唐山三孚硅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氢氧化钾车间主任；2011年 8月至2016

年 7月，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氢氧化钾车间主任、三氯氢硅车间主任；现任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唐山三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4、么大伟，男，1983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唐山三孚硅业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2011 年 8月至 2017年 7月，历任公司

销售二部部长、人事企管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董事会秘书；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唐山三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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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及

本人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提名闫丙旗先生、宋晓阳先生、石瑛女

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详见附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

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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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闫丙旗，男，1968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和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目前兼任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焦作科瑞

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宋晓阳，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复旦大学诉讼法学专业，拥有律师执业证书。曾先后任职于上海百全律师

事务所和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现任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株洲

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3、石瑛，女，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

士。曾任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现任北京多维电子材料技术开发与促进中心负责人，集成电路材料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宁波芯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施捷电子有限

公司董事，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华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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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公司监事会提名，同意提名王化利先生、张文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非职工监事简历请详见附件）。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

选举，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出的 1名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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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1、王化利，男，1972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

曾任唐山三孚硅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2011年 8月至 2017年 7 月，历任

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环境管理部部长、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安

全管理部部长、环境管理部部长、监事会主席。 

2、张文博，男，1980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唐山三孚硅业有限公司生产部副主任；现任公司三氯氢硅车间副主任、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