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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须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文件的精神，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特制订如下大会现场会议须知，望股东、董事、其他有关人员严格遵守。 

一、股东大会设立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董事会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股东要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

程序。 

四、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要求发言或提问的股东应当

向大会秘书处登记。股东可将有关意见填在征询表上，由大会秘书处汇总后，统一交

有关人员进行解答。 

五、股东发言的总时间原则上控制在 30 分钟内。有两名以上股东同时要求发言

时，主持人将按照所持股数由多到少的顺序安排发言。 

六、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所持股数并出示有效证明。每位股东发言不超过两

次，第一次发言时间不超过 5分钟，第二次发言时间不超过 3分钟。 

七、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在议案过程中，股东要求发言或就有

关问题提出质询的，须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始得发言或提出问题。在进行表决时，股

东不进行大会发言。 

八、公司董事会和有关人员回答每位股东问题的时间也不超过 5分钟。 

九、在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董事、其他有关人员，如有干扰大会秩序，寻衅

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或法定职责的，将提交公安

机关由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和拘留等行政处罚。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秘书处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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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本次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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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武路 18 号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议程： 

一、宣布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幕； 

二、宣布现场出席会议人员情况； 

三、介绍现场会议表决办法； 

四、股东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五、审议议题： 

1、《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注：议案 1 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 2、3 为累积投票议案。 

六、股东提问； 

七、现场股东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八、计票人统计表决结果、监票人宣布投票结果； 

九、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二、宣布会议结束。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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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有关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汇报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和发展的需要，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

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亿晶”）以及控股孙

公司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溪亿晶”）2021年度拟

向银行新增（不含到期续签）40亿元（含）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上述授信

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4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

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

签署与融资和履约类担保相关的协议、函件等其他文件；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在实际

发生担保时，对常州亿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额度（含新设立的下属全

资/控股子公司）；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常州市金坛区尧塘镇金武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李静武 

注册资本：212946.111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单晶硅（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石英制品、太能电池片及

组件的研发生产；单晶炉、电控设备的生产，蓝宝石晶体、晶锭、晶棒、晶片的生

产、加工。销售自产产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风能、柴油发电互补发电

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承包、转包项目；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国内批发业务及其

配套服务；太阳能发电、销售自产产品；国内采购光伏材料的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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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销售；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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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年 6 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0,676.29  701,233.32  

净资产 189,920.11  314,397.76  

科目 2020 年度 2021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 409,801.10          179,250.29  

净利润 -62,958.22          -15,624.57  

 

（二）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建昌养殖场北侧 

法定代表人：李静武 

注册资本：15946 万元整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行管理。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日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840.00          116,027.06  

净资产 46,507.29           49,569.77  

科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 14,947.06            7,512.69  

净利润 10,613.73            3,062.4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26.73 亿元（详

见公司 2021-010 号、2021-030 号及 2021-040 号公告），本次授权的 40 亿元担保额度

为预计 2021 年全年发生的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履

约保函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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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公

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

意公司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进行授权。  

公司持有常州亿晶 85.71%股权，为常州亿晶控股股东，金沙科技持有 14.29%股

权，属于对企业的战略投资，不具备控制地位，也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同时在实际

融资业务中，金融机构只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担保，未要求金沙科技提供担保。此外，

金沙科技作为政府持股平台，为常州亿晶提供担保存在一定的程序困难。综合以上因

素，基于实际业务操作便利，且考虑金沙科技无明显的提供担保的必要性，本次担保

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金沙科技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基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保障

公司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效率，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

风险可控。公司关于开展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同意《关

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孙公司的担

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6.7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08%。公司

无逾期担保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

以审议。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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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荀耀先生于近期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候选人任职条件、

资格进行审核，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孙铁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孙铁囤先生简历如下： 

孙铁囤先生，1962 年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历。曾任常州亿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现任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

审议。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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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周素萍女士于近期辞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职务，为保障公司监事会正常运

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拟提名刘梦丽女士为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刘梦丽女士简历如下： 

刘梦丽女士，1991 年出生，中国国籍，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曾任深圳市闳润

房地产有限公司法务经理，现任深圳市勤诚达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

审议。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9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