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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须 知 

为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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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参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1、为能及时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持股总数，务请登记出

席股东大会的各位股东准时出席会议。 

2、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股东代理人）的合

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聘任律师、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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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定义务和

遵守有关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将报告有关部门

处理。 

4、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可以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可先举手示意，经大会主

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

他股东的发言，也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关的问题。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宜

超过五分钟，同一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两次。大会表决时，将不进行发言。 

5、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具有提案资格的股东如需在股东大会上提出临时提案，

需要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否则在发言时不得提出新的提案。 

6、大会主持人应就股东的询问或质询做出回答，或指示有关负责人员作出回答，

回答问题的时间不得超过 5 分钟。如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在股东大会结束后作

出答复。 

7、对与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共同利益的质

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拒绝回答。 

8、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网络投票的相关规则。现场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方式投票

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在审议议案后，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

决，由律师和监票人共同计票、监票、统计表决数据。会议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的表

决数据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

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统计出最终表决结果，并回传公司。 

9、本次会议设监票人三名，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担任，监票人负责表决情

况的监督和核查，并在《议案表决结果》上签名。  

 10、议案表决后，由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并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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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2年 1月 26日（星期三）14:30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66号城南天府 7楼（公司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胡泽松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会议主持人介绍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股

份总数，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有关人员情况，介绍会议规

则并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有效。 

三、逐项审议下列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签署资产托管费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审议大会文件并进行大会发言。 

五、推选确定计票、监票工作人员。 

六、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七、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复会，监票人员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 

十一、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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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目录 

一、会议议案 

议案 1：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2：关于签署资产托管费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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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工

作已经完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在公司的审计执业过程中，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开展

工作，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工作人员对国家财务会计政策、证券法

律法规比较熟悉，业务熟练，工作认真负责。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关于 2012年主板上

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财会办〔2012〕30 号）及中国证

监会[2012]42 号公告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经审慎研究

后，建议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聘期为 1 年。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度审计费用。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如下：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2日（京财会许可【2011】0056号）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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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29人，注册会计师 1,750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 600人。 

信永中和 2020年度业务收入为 31.74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 22.67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为 7.24 亿元。2020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346家，收费

总额 3.83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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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

业，房地产业，采矿业等。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205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

民事赔偿责任，2020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亿元。 

近三年在执业中无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 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2018 年至 2020 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0 次、监督管理措施 8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分 0 次。17 名从

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0次、监督管理措施 19次和自

律监管措施 0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姜斌先生，1999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5年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 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19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 5家。 

拟担任独立复核合伙人：李建勋先生，1996 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6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3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19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 10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沈云力女士，2006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4年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 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17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 1 家。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

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 独立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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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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审计收费 

公司将根据 2021 年相关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程度，与信永中和协商确定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2020 年审计费用为 300 万元人民币（含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与上一年审计费用相比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2021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信永中和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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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签署资产托管费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促进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乐山盛和”）、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矿集团”）、四

川和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地矿业”）拟就和地矿业 2022 年资产托管费

签署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和地矿业系公司股东地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拥有德昌大陆槽稀土矿的采矿许可

证等资产。根据《资产托管协议》第 2.6条的约定，当稀土产品价格发生大幅增加时，

可以相应调整留存净利润。经各方协议同意，对 2022年度资产托管费进行调整，即乐

山盛和 2022 年度留存给和地矿业的净利润调整为 5600 万元，用于对地矿集团的利润

分配。 

截止目前，和地矿业系公司股东地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地矿集团持有公司

55,232,0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地矿集团及和地矿业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劲

松先生，张劲松先生同时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资产托管费用并签署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57.22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劲松 

成立时间：1988年 1月 21日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5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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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基础地质勘查、地质

勘查技术服务、工程监理服务、工程勘察活动、工程设计活动、规划设计管理、土地

规划服务、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市政设施管理、环保咨询、商品批发与零售、办公服务、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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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地矿集团系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地矿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1,193.24 万

元,负债总额 15,595.23 万元,资产净额 15,598.00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3,662.90万元,利润总额 6,362.39万元,净利润 3,885.36万元。（合并报表数）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对和地矿业 2022 年度资产托管费进行调整，即乐山盛和 2022 年度留存给和地矿

业的净利润调整为 5600 万元，用于对地矿集团的利润分配。 

（二）关联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和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劲松 

成立时间：1995年 11月 23日 

住所：德昌县大陆槽村四社 

经营范围: 开采、加工、销售；稀土精矿、铅锌矿、萤石矿、硫酸锶、钡矿、重

晶石；稀土综合利用及应用技术咨询服务；稀土金属产品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配件、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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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和地矿业系公司股东地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和地矿业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0,363.64 万

元,负债总额 11,150.43 万元,资产净额 9,213.24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5,623.58万元,利润总额 10,562.68万元,净利润 7,922.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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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矿业拥有公司托管矿山的资产和证照（包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证、指令性计

划等）。 

四、拟签署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对和地矿业 2022 年度资产托管费进行调整，即乐山盛和 2022 年度留存给和地矿

业的净利润调整为 5600 万元，用于对地矿集团的利润分配。同时，若 2022 年企业生

产和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幅度增减变化，则各方再就托管费的增减额度按双方约定的原

则进行调整。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乐山盛和与地矿集团、和地矿业就调整 2022 年度资产托管费用并签署补充协议有

利于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有利于稳定公司原材料的供应。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议案，关联股东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需

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