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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202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14 点 30 分 

网络投票：202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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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 1958 号恒元广场 A 座 24 楼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人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暂定) 
四、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东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2、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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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关于调整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五、会议流程 

（一）会议开始  

1、会议签到，股东资格审查 

2、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3、会议主持人介绍到会股东及来宾情况、会议须知  

（二）宣读议案 

（三）审议议案并投票表决 

1、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质询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3、推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加计票和监票 

4、股东投票表决 

5、监票人和计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票和表决结果 

6、上传现场投票表决结果，下载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合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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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四）会议决议 

1、签署股东大会决议等文件 

2、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五）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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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会议须知，

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

护股东合法权益。 

三、公司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

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四、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必

请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下同）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到达会场登

记参会资格并签到。未能提供有效证件并办理签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和发言；

未能在会议开始前完成登记的，不得参加现场投票，可以参加网络投票。除出席

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相关

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五、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股东必

须遵守会场秩序，需要发言时接受公司统一安排。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

发言的，应当以书面方式先向大会会务组登记；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当先以

书面方式向大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进行。 

六、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

东发言不得超过 2 次，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 3 分钟，发言时应先报股东名称和所

持股份数额。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所提

问题。对于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内幕信息，损

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七、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

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本公司的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的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络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有关投票表决事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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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的，为公司于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该等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也可以于会议现场参加投票。 

2、参加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在表决票上填写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并

签名。 

3、参加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就每项议案填写表决票，行使表决权。在全部

议案宣读后的审议表决阶段，与会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就议案内容向会议主持人申

请提出自己的质询或意见。 

4、每个议案的表决意见分为：赞成、反对或弃权。参加现场记名投票的股东请

按表决票的说明填写，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

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视为“弃权”。 

5、全部议案审议表决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表决票收回。 

6、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

以第一次表决为准。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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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请见相关投票平台操作说明。 

八、为保证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态。除会务组

工作人员外，谢绝录音、拍照或录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对干扰会场秩序、寻

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

关部门查处。 

九、股东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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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东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工业硅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广泛关

注。工业硅作为硅铝及硅基合金、有机硅、多晶硅的基础原材料，其下游应用已

经渗透到国防军工、信息产业、新能源等相关行业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特殊的地位，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展现了广阔的

应用前景。 

近年来，在环保监察力度不断加大、国内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持续进行、世界

经济发展放缓等背景下，工业硅产业由高速成长期逐步过度到平稳运行，国内新

增产能受到严格控制，工业硅产能由无序扩张转为有序增长，行业龙头企业市场

集中度不断提升，企业更加注重环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企业从资源、能

源优势竞争转变为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以及装备水平提升等优势的竞争。 

基于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优势，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新疆东部

合盛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部合盛”）在新疆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进行“

新疆东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煤电硅一体化项目二期年产40万吨工业硅项目”投

资建设，项目预估总投资408,374万元。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东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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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社会信用代码：91650421MA7805T80M 

法定代表人：丛冬珠 

注册资本：12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 05月 31日 

住所：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柯克亚路以西(合盛产业园) 

经营范围：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业硅的生产及销售；石英石加工与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岗前

培训；包（袋）及相关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纺织品制造和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东部合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疆东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煤电硅一体化项目二期年产 40

万吨工业硅项目； 

2、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建设年产 40 万吨工业硅项目。新建 32

台 33MVA电炉、配套脱硫脱硝装置、环保设施及配套变配电装置等附属设施； 

3、项目投资规模：408,374万元； 

4、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5、项目选址：新疆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 

6、项目建设期： 2年。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将充分利用公司在新疆产业园区的一体化协同优势，进一步发

挥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整体规模优势，提升公司工业硅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

的经济效益；此外，在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光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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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随着未来几年光伏装机的高速增长，多晶硅新增产能

将逐步释放，项目的建设将促使公司推进工业硅产业继续做大做强，有效保障工

业硅下游未来快速增长对原料的稳定供应需求，缓解下游行业企业生存压力，促

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项目目前已履行土地招拍挂、发改备案、环评批复相关手续，

鉴于项目后续尚需履行相关审批事项，审批完成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

建设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按期完

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本次项目投资规模、建设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资金主要来自于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由此将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较大的财务费用；本项目投资总额较大，

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尚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

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等将使公司承担较大的资金财务风险； 

3、国家及当地产业政策调整、本项目采用的新技术和设备能力的放大等是

否成熟、项目投产是否达到预期水平、市场环境变化等将对未来收入的实现造成

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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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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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有机硅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叠加海外产能的减产

和退出，有机硅原料现货供应长期呈现紧张局面，加上有机硅单体生产原料价格

的不断上涨，有机硅 DMC市场价格不断创出新高，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对有机

硅下游企业带来极大的压力，对行业的健康发展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期来看，除

下游传统行业对有机硅原料的需求持续增长外，光伏、新能源等节能环保产业，

超高压和特高压电网建设、智能穿戴材料、3D 打印及 5G 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均

为有机硅提供了新的需求增长点，有机硅市场需求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在对有机硅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进一步

发挥公司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满足不断增长的下游产业需求，

保障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新疆合盛硅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疆合盛”）在新疆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进行“新疆合盛硅业新材

料有限公司煤电硅一体化项目三期年产 20 万吨硅氧烷及下游深加工项目”投资

建设，项目预估总投资 353,152万元。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合盛硅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社会信用代码：91650421MA790RCX8P 

法定代表人：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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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8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 12月 07日 

住所：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柯克亚路以西(合盛产业园) 

经营范围：金属硅的销售及金属硅粉的生产与销售；生产、销售有机硅、有

机硅中间体及有机硅下游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有机硅、有机硅中间体及有

机硅下游产品的出口；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新疆合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疆合盛硅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煤电硅一体化项目三期年产 20

万吨硅氧烷及下游深加工项目； 

2、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年产 20万吨硅氧烷及下游深加工生

产线； 

3、项目投资规模：353,152万元； 

4、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5、项目选址：新疆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柯克亚路西侧、恒昌路南侧； 

6、项目建设期： 2年。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技术方案先进，将使公司各种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外较高水平。选

址方案主要考虑就近资源配套，充分利用上下游装置的配套设施，方便管理，减

少投资及人力资源，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2、本项目的建设具有产品生产成本低、市场竞争力强、发展前景广阔、可

形成资源配置的最佳组合，将进一步发挥企业的整体规模优势，提高公司的经济

效益。将促使公司推进有机硅产业继续做大做强，保障有机硅下游未来快速增长

对原料的稳定供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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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项目目前已履行土地招拍挂、发改备案、环评批复相关手续，

鉴于项目后续尚需履行相关审批事项，审批完成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项

目建设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按期

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本次项目投资规模、建设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资金主要来自于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由此将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较大的财务费用；本项目投资总额较大，

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尚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

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等将使公司承担较大的资金财务风险； 

3、国家及当地产业政策调整、本项目采用的新技术和设备能力的放大等是

否成熟、项目投产是否达到预期水平、市场环境变化等将对未来收入的实现造成

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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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调整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调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罗立国先生、罗燚女士、罗烨栋先生、浩瀚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最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

回避表决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上述议案，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的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且合法、合规；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本次调整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后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5%，按照《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前次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年度预计金额 

 
2021年1-8月实际发生的金

额 
 

向关联方

采购材料 

哈密市和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42,486.00              21,771.71  
宁波合盛磁业有限公司 250.00                 196.49  
纳诺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14.40  
小计 43,036.00            22,082.60   



13 
 

 

向关联方

销售材料 

新疆亿日铜箔科技股份公司 1,485.00                 752.88  
纳诺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79.81  
小计 4,485.00               832.69  

接受关联方提供

租赁 
宁波格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50.00                  62.07  

接受关联方

提供物业服务 
宁波合融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29.00                 137.54  

合计 47,900.00 23,114.90 
 

（三）本次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前次2021年度预计

金额 

 
调整后2021年度

预计金额 

 

备注 

 

 

向关联方

采购材料 

哈密市和翔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42,486.00 85,000.00 

（1）今年以来煤

炭价格大幅上涨，

导致煤炭采购金

额大幅增加；（2）
公司调整了采购

渠道。 

宁波合盛磁业有限公司 250.00  300.00  
公司生产需求扩

大。 
纳诺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小计 43,036.00  85,600.00  
 

 

 

向关联方

销售材料 

新疆亿日铜箔科技股份
公司 1,485.00  1,485.00   

纳诺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小计 4,485.00   4,485.0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租赁 
宁波格致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 
150.00 150.00 

 

接受关联方提

供物业服务 
宁波合融物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229.00 229.00 

 

             合计 47,900.00 90,464.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名称：哈密市和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湖滨小区 6号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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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志鹏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8月 11日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原煤勘探；铁金粉、焦炭、铁合金、金属材料、机电

产品、矿产品销售；石材加工与销售；机械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3.02亿元，净资产 12.16亿元，2021

年 1-6月营业收入 9.27亿元，实现净利润 2.49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20.00%出资份

额，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罗立国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 

（二）公司名称：宁波合盛磁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青少年宫北路 53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少特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13日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磁力吸盘、磁性气动元件、电器配件、电机配件、超

弹性合金材料、锰铜合金、记忆合金的制造、加工、销售；稀土材料应用技术开

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

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23 亿元，净资产 0.49 亿元，2021

年 1-6月营业收入 0.71亿元，实现净利润 0.02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副总经理张少特先生持有该公司 60%出资份额，任该公司执

行董事。 

（三）公司名称：新疆亿日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柯柯亚路以北、光伏路以西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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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丁帅 

注册资本：48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12日 

经营范围：铜箔的生产、加工及销售，铜材的进出口的贸易，新能源装置的

开发、设计及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8.47 亿元，净资产 4.55 亿元，2021

年 1-6月营业收入 1.03亿元，实现净利润-0.12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罗立国先生持有该公司 48.91%出

资份额，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罗燚女士持有该公

司 20.00%出资份额，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公司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之一罗烨

栋先生持有该公司 20.00%出资份额，担任该公司董事。 

（四）公司名称：纳诺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百川路 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玉林 

注册资本：6863.0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11月 30日 

经营范围：生产：乙醇、六甲基二硅醚；无仓储批发：乙醇、六甲基二硅醚

（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绝热节能材料、保温保冷材料、降噪隔

音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05 亿元，净资产 0.81 亿元，2021

年 1-6月营业收入 0.53亿元，实现净利润-0.02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2.16%出资份

额，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罗立国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 

（五）公司名称：宁波格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青少年宫北路 53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罗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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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75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0年 11月 29日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家用电器、插头插座制造、加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0.36 亿元，净资产 0.32 亿元，2021

年 1-6月营业收入 0.02亿元，实现净利润-0.00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5.48%出资份

额，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罗立国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 

（六）公司名称：宁波合融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恒元商务广场 1号楼<23-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韩林浙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 06月 0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0.03 亿元，净资产 0.01 亿元，2021

年 1-6月营业收入 0.03亿元，实现净利润 0.00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产品、采购产品、提供租赁以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租赁

等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

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

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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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其中关联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

司、罗立国、罗燚、罗烨栋需回避表决。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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