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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1月11日，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公司承

租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等,�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42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

各类编织袋，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28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产品包装

用镀铝、塑塑复合膜、袋及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2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芒

硝,�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3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工

业盐酸等，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52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

年预计交易金额23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

交易金额28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

钠、盐酸、液氯产品等，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65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销售液

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92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

年预计交易金额6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及经销

其系列洗涤产品，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4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

预计交易金额43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

预计交易金额4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5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

方物流运输代理，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71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

分析检测，2016年预计交易总额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2016年预

计交易总额11.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

出口贸易，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芒硝，2016

年预计交易金额320.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511.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

提供服务，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600.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采购烟煤，2016年

预计交易金额2000.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预计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拟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计23,582.00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上述1-18项涉及公司与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公司股东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上述19-22项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

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2016年交易

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

司

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各类

编织袋

2800.00 2057 4.14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

采购食盐产品包装用镀铝、

塑塑复合膜、袋

3000.00 2895 5.83

小计 5800.00 4952 9.97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

和动力

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

公司

采购烟煤 2000.00

小计 20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销售芒硝 130.00 12 0.01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

司

销售芒硝 125.00 109 0.07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

限公司

销售液碱、芒硝、工业盐酸等 525.00 447 0.27

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

有限公司

销售液碱 230.00 184 0.11

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

司

销售液碱 280.00 568 0.32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

司

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钠、

盐酸、液氯产品等

1650.00 1029 0.62

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

磷酸盐有限公司

销售液碱 1920.00 996 0.60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

司

销售液碱 240.00 174 0.1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液碱 430.00 425 0.19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

公司

销售液碱 45.00 14 0.01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液碱 600.00 566 0.34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芒硝 320.00 268 0.16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

销售碘盐证明商标 （防伪标

记）

200.00 94 0.06

小计 6695.00 4886 2.86

资产租赁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

司

公司承租其建筑物、构筑物、

土地等

1300.00 989 2

小计 1300.00 989 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

有限公司

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出口贸

易

400.00 138 0.28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

司

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4511.00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天

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450.00 395 0.37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

司

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

方物流运输代理

1710.00 1926 1.94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

限公司

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

服务

600.00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

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分析检

测

5.00 27 0.05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11.00 63 0.12

小计 7687.00 2549 2.76

接受关联人委托代

为销售其产品、商

品

中轻依兰 （集团）有

限公司

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 100.00 31 0.06

小计 100.00 31 0.06

合计 23582.00 13407 —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6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均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10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8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对印刷、酒店、旅游、房地产、运输、矿泉水、危险化学品（酒精、成品油、松节油）等行业进行投资；对塑料包装制品、

塑料加工机械及零配件、办公用品、矿产品、危险化学品（腐蚀品、易燃液体）等进行销售；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施

工丙级；对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管理商品）、代理经营配套设施进行经营；机电机械产品制造；百货零售、预包装食

品的销售（限分支机构许可证经营）；山泉水、蒸馏水生产及销售（限分支机构许可证经营）；饮食服务、住宿、农副产品种植、仓储、

物资中转（限分支机构许可证经营）；农副产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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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公司承租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等,� 2016年预计交

易金额1425.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芒硝 125.00 109

资产租赁

公司承租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

等

1300.00 989

合计 1425.00 1098

（二）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镇大凹子

法定代表人：潘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销售；塑料加工机械零配件销售；塑料原料、建筑材料、百货、煤炭的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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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各类编织袋，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2800.00万

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各类编织

袋

2800.00 2,057

合计 2800.00 2,057

（三）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大营庄干坝塘

法定代表人：张建宁

注册资本： 5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自产的复合碘盐包装袋及其他多层复合彩印包装材料。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是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

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产品包装用镀铝、塑塑复合膜、袋及销售碘盐证明商标

（防伪标记），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20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采购食盐产品包装用镀铝、 塑塑

复合膜、袋

3000.00 2,89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 200.00 94

合计 3200.00 2,989

（四）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昆明市宝海路13号宝海豪园竹轩12楼A座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化肥、农副产品、化工产品及材料（不含管理商品），饲料、农具、农膜、农用机械、粮食的销售，粮食收购，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德批发兼零售，农业技术开发服务，日化品经营，酒的购销，过磷酸钙、复合（混）肥料的生产，危险化学品的经营，矿产

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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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

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30.00万元。 具体

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

资料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芒硝 130.00 12

合计 130.00 12

（五）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张文学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化肥和化工产品。 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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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工业盐酸等，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525.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芒硝、工业

盐酸等

525.00 447

合计 525.00 447

（六）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古城镇旧寨

法定代表人： 王朝阳

注册资本： 10201.32万元

经营范围：水玻璃生产与销售；浮选试剂加工与销售、精加工与销售、租赁、普通货运，城镇绿化苗、经济林苗、造林苗的批发零

售，花卉种植与销售，原料中草药种植与销售，农产品销售，橡胶轮胎销售，矿山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生产加工，机电设备安装，仓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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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23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230.00 184

合计 230.00 184

（七）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原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三环分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

法定代表人：师永林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销售、磷矿石系列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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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28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280.00 568

合计 280.00 568

（八）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安宁市草铺镇

法定代表人：李英翔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元

经营范围：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矿产品，磷矿副产品，矿物饲料，生产经营黄磷、磷酸、磷酸基等化

工系列产品，磷肥及复合肥系列产品、磷矿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生产、经营管道输送液氨及其附产品、其他

化工产品；研究、生产、开发经营液氨下游产品。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类设备及钢铁制品，建筑

材料，仓储物流业，机械及电器仪表安装施工、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化工工程设计及其他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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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钠、盐酸、液氯产品等，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

165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芒硝、次氯

酸钠、盐酸、液氯产品

等

1650.00 1029

合计 1650.00 1029

（九）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小海口

法定代表人：李民

注册资本：叁仟玖佰陆拾肆万捌仟壹佰玖拾元整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以磷为主要原料的食品添加剂、磷酸盐、磷化物系列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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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朱明松副总经理2015年内曾担任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

盐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920.00万元。 具体如

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1920.00 996

合计 1920.00 996

（十）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路3号科技创新园A46号

法定代表人：张鸿鸣

经营范围：焦炭、煤气、蒸汽、余热发电、煤焦化工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煤炭经营；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燃气工程建筑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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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剑秋副总经理担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

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60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600.00 566

合计 600.00 566

（十一）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昆明西山区小海口

法定代表人：李剑秋

注册资本：27964万元整

经营范围： 三聚磷酸钠、黄磷、磺酸、表面活性剂（AES），二氧化碳，磷酸盐、强面精、水泥、塑料纸箱、编织袋、洗涤、沐浴液、洗

发以及上述各类系列产品的自产自销、批发零售；开展与本企业相关的产品、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餐馆、百货；医用药品限下属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普通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的安装与维修，及其配件的生产加工；五金加工；工业筑炉保温工程服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物流运输、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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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及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40.00

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240.00 174

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 为 销 售 其 产

品、商品

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 100.00 31

合计 340.00 205

（十二）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07号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新材料、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建筑材料、矿物饲料、新能源的研发及产品的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

品、磷矿石系列产品的销售；化工原料、设备的进出口；北海市港区内从事磷酸矿物货物的装卸、仓储作业（凭许可证经营）；化工产

品经营；化工工程设计；金属矿产品经营销售；金属材料、煤炭、焦炭、塑料编织袋、五金交电、仪表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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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3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430.00 425

合计 430.00 425

（十三）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安宁市草铺镇

法定代表人：胡均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采购、销售、投资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塑料原料及制品销售；化肥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机

械设备及电器仪表产品销售；贸易经纪与代理；仓储；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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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帐的可能性较小。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5.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液碱 45.00 14

合计 45.00 14

（十四）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二环西路398号

法定代表人：胡均

注册资本：8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施工；化工、石油化工装置的设计安装；Ⅰ、Ⅱ、Ⅲ、类压力容器设计、制造 ； 锅炉、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化工机械、化工生产装的安装、维修和技术改造；市政建设工程施工；道路、桥梁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设备租赁；国内贸易；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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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

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2016年预

计交易金额45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提供劳务 250.00 281

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天

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劳务

200.00 114

合计 450.00 395

（十五）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1417号

法定代表人：胡均

注册资本： 叁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代办铁路运输；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运输计划组织；物流规划设计；物流信息服务；仓单质押业务；代办货物转

运；腐蚀品、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建筑材料、矿产品及塑料制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化肥的零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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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方物流运输代理，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710.00

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

的第三方物流运输代

理

1710.00 1926

合计 1710.00 1926

（十六）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昆明市二环西路398号高新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 龚昌文

注册资本：300万元正

经营范围：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气瓶、机械设备的射线检测、超声波检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电磁检测；理化检验检测；

第三方检测；建筑检测；无损检测设备和器材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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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

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分析检测，2016年预计交易总额5.00万元。具体

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

分析检测

5.00 27

合计 5.00 27

（十七）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所： 昆明市东风东路120号

法定代表人： 张宗凡

注册资金：壹仟壹佰肆拾玖万壹仟元整

经营范围：磷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及矿产品、生物化工、香精香料、环保产品、保健卫生、消毒杀菌及日用化工产品

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及转让；化工科研仪器、分析测量仪器、化工机械设备、电器仪表的研制和销售；化工产品的分析、检测、鉴定、

仲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职业卫生检测、检验及评价；化工咨询；特种设备设计（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

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乙级及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工程总承包；农产品种植及销售。 兼营范围：绿色产业技术的

科研开发、成果转让及其工艺技术装备的研制、销售；房屋出租；停车服务；期刊出版（上述经营范围凭许可证生产及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2016年预计交易总额11.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额

（万元）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11.00 63

合计 11.00 63

（十八）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法定代表人：胡均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内贸易，物资供应；化肥进出口经营；经济技术咨询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运代理；

农产品贸易；化肥国内贸易；煤炭零售经营；石油焦、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及零售、工艺品销售、燃料油、柴油、生物柴油、沥

青、木材原木、木片、木制品、橡胶、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批发。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

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出口贸易，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0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出口贸易 400.00 138

合计 400.00 138

（十九）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普洱市景谷县林纸路300号

法定代表人：由兆武

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肆亿元正

经营范围：森林资源开发、培育、造纸；纸浆，木片加工，中密度纤维板，锯材，胶合板，花卉，生产经营纸浆，并开发和经营机制

纸、纸板及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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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云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芒硝，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2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销售芒硝 320.00 268

合计 320.00 268

（二十）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中路63号汇溪大厦A区1318室

法定代表人：廖志文

注册资本： 200万元整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货运信息、货运配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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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511.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4511.00 —

合计 4511.00 —

（二十一）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海998号综合办公楼1楼

法定代表人：郑昕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设计、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云计算平台、云计算应用、云计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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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服务，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600.00万元。具

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

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服务 600.00 —

合计 600.00 —

（二十二）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宁州镇环城北路

法定代表人：刘增强

注册资本： 2600万元整

经营范围： 煤的地下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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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采购烟煤，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200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6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

生额（万元）

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采购烟煤 2000.00 —

合计 2000.00 —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发展的需要。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对公司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具有积极作用，无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对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

为公司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履行的程序等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

下：

1、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

决。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2、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

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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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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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1月5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

事，于2016年1月11日上午9∶3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万华先生

主持，公司部份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公司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续聘的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鉴于中审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执业团队已整体加入至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该执业团队对公司经营情

况及财务状况较为了解，历年的审计过程中也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谨慎态度，均按计划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出具的报告公正客

观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因此，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连续性，同意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52万元（不含差旅费）。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3）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

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公司承

租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等,�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42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

各类编织袋，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28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产品包装

用镀铝、塑塑复合膜、袋及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2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芒

硝,�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3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工

业盐酸等，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52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

年预计交易金额23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预计

交易金额28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

钠、盐酸、液氯产品等，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65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销售液

碱，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92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

年预计交易金额6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及经销

其系列洗涤产品，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34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

预计交易金额43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2016年

预计交易金额4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5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

方物流运输代理，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171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

分析检测，2016年预计交易总额5.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2016年预

计交易总额11.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

出口贸易，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00.00万元。 关联董事朱英杰、田恺回避表决。

1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芒硝，2016

年预计交易金额320.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4511.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

提供服务，2016年预计交易金额600.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采购烟煤，2016年

预计交易金额2000.00万元。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预计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拟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计23,582.00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

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为解决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化工”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同意天

冶化工与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融资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融资期限60个月。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5）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6-006）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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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

连带责任。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1月5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

事，于2016年1月11日下午14：0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五人，实出席监事五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军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

需要，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公允原则合理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化工”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解决天冶化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关联交易定价按

照市场公允原则合理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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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1月11日，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15年4月24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 近

日，公司接到中审亚太云南分所《关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执业团队整体加入至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事项的说明》，原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执业团队整体加入

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鉴于该执业团队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较为了解，历年的审计过程中也保持了自

身的独立性和谨慎态度，均按计划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出具的报告公正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因此，为

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52万元（不含差旅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月12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述事项需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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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

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1月11日，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

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议案》。为

解决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化工”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同意天冶化工

与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 具体情况如下：

天冶化工将其所拥有的烧碱、PVC及公用工程的部分机械设备，资产账面原值共计3亿元，以“售后回租” 方式向上海租赁申请

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融资期限60个月。 本次融资租赁的综合融资成本为9.05%，融资利息及手续费款

项的进项税额抵扣后，税后融资成本为7.74%。

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集中辅助区三层245室

法定代表人：李湘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0000万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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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由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能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云能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其中：云南能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5%，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

三、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马塘工业园区（白革龙）

法定代表人：魏忠雄

注册资本：36,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电石、石灰、石灰石；烧碱及其后加产品；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氯化钙、三氯化铁、氯乙烯单体、聚氯乙烯及其后加工

产品；其他有机及精细氯产品；电石渣水泥的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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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18日，公司董事会200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组建云南开化碱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

名）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磷集团” ）、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 ）共

同投资组建云南开化碱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云南开化碱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1亿元，其中：云

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7.5％；南磷集团出资人民币4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7.5％；冶金集团

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 2009年1月15日，云南省文山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该公司名

称为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27日，公司董事会201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云南天南冶化

工有限公司2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以人民币623.30万元的价格受让南磷集团所持天南

冶公司22.5%的股权，并同意对南磷集团拟向其他方转让的天南冶公司25%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2010年12月27日与南

磷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年1月，南磷集团将其所持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

司。 2011年3月，冶金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5%股权转让给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持股30%。

2011年4月21日，公司董事会201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

碱项目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30万吨/年烧

碱、40万吨/年PVC生产装置；一期配套80万吨氧化铝建设10万吨/年烧碱、12万吨/年PVC生产装置。 一期工程总投资为93483.16

万元。 2011年7月14日，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011年6月24日，公司董事会201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确保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氯碱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按照现有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向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增

资14000万元，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按照现有股权比例向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6000万元。 2011年7月14日，公司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上述增资完成后，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0000万元。

2012年4月，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

2014年3月27日，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确保天冶化工氯碱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按照现有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向天冶化工增资4200万元。 具体出资时间，授

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天冶化工氯碱项目建设进度，于2014年12月31日前分期全部到位。 2014年4月23日，公司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冶化工注册资本增至36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合计出资25200万元，持股70%；云南

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合计出资10800万元，持股30%。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天冶化工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一期工程于2015年1月全线投料试车并于2015年1月26日主装置工艺流程全线打通，

目前正处于项目建设收尾整改完善阶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天冶化工资产总额136024.51万元，净资产33603.51万元，2015年

建设期间费用形成亏损486.4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天冶化工部分烧碱、PVC及公用工程的部分机械设备

类型：固定资产

权属：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所在地：文山县马塘镇甲马石

账面原值：3亿元

账面价值：3亿元

上述设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租赁物：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部分机械设备

融资金额：30,000万元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租赁期限： 60个月

租赁保证金：零

租赁费率：5.30%/年

手续费率：1.8%/年，首次放款时一次支付

租金支付间隔：每6个月一期

租金支付期次：共10期

还款方式：等额租金，每半年支付

租金总额：34543.85万元

回购方式：租赁期满后，天冶化工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留购租赁物。

担保措施：经与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协商，公司不需为天冶化工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提供担保，天冶化工另一股东云

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30%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天冶化工将与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公允原则定价。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的正常运营，也不涉及其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所融资金主要用于云

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及后续整改。

八、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天冶化工利用其自身生产设备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为了缓解项目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解决其项目建设

资金。

2、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天冶化工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设备的正常使用，对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此影响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回购风险可控。

3、本次关联交易，相比能投集团外融资租赁公司提供的方案，不需要公司提供担保，且综合融资成本低于外部市场报价。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

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化工” ）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

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为解决天冶化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天冶化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天冶化工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定价的

公允性、履行的程序等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

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

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拟签订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

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6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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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16年1月11日，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16年1月28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2016年1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下午3：00至1月28日下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 �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公司承租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等

2.02 �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各类编织袋

2.03 �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产品包装用镀铝、塑塑复合膜、袋及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

2.04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05 �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工业盐酸等

2.06 �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7 �公司向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8 �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钠、盐酸、液氯产品等

2.09 �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0 �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1 �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及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

2.12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3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4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2.15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方物流运输代理

2.16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分析检测

2.17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2.18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出口贸易

2.19 �公司向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20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2.21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服务

2.22 �公司向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采购烟煤

3、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关于

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3）、《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

赁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

议案2采用逐项表决，其中：2.01-2.18为公司与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公司股东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2.19-2.22为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201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 议案3为关联交易议案，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对单独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

（2）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邮编：650200；传真号码：

0871-63126346，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2、登记时间： 2016年1月26日（上午8:30� -11:30,下午14:00� -17:00）。

3、登记地点：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邹吉虎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联系电话：0871-63126346

传真： 0871-63126346

2、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 362053。

2.投票简称：盐化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1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 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 或“弃权” 。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盐化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

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2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2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

案2.01，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2.02，依此类推。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0

2.01

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公司承租其建筑物、构筑

物、土地等

2.01

2.02 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各类编织袋 2.02

2.03

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产品包装用镀铝、塑塑复合

膜、袋及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

2.03

2.04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04

2.05 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工业盐酸等 2.05

2.06 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6

2.07 公司向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7

2.08

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钠、盐酸、液氯产

品等

2.08

2.09 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9

2.10 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0

2.11 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及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 2.11

2.12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2

2.13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3

2.14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

限公司提供劳务

2.14

2.15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方物流运输代理 2.15

2.16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分析检测 2.16

2.17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2.17

2.18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出口贸易 2.18

2.19 公司向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19

2.20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2.20

2.21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服务 2.21

2.22 公司向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采购烟煤 2.22

议案3

《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

交易的议案》

3.00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

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公司承租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

等

2.02 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品包装用各类编织袋

2.03

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产品包装用镀铝、塑塑复合膜、袋及

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

2.04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05 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工业盐酸等

2.06 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7 公司向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8 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硝、次氯酸钠、盐酸、液氯产品等

2.09 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0 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1 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及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

2.12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3 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14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

供劳务

2.15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的第三方物流运输代理

2.16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材料材质分析检测

2.17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2.18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办理离子膜进出口贸易

2.19 公司向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芒硝

2.20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普通货物运输

2.21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服务

2.22 公司向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采购烟煤

3

《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

注：1.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项审议事项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3.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