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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详见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利润不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化股份 60028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平 陈永新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20号 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20号

电话 0351-5638003 0351-5638116

电子信箱 Mishuchu8003@126.com Thgf600281@163.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有三大块，分别为贵金属回收加工、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工程安装、贸

易业务。

贵金属回收加工业的经营模式为生产代工型，根据客户的订单，加工产品，同时回收产品再次加工，

为企业提供技术及其他服务。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贵金属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其前身是当时我国唯一的铂网定点生产基地。公司现拥有16项专利，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科技研发能力，主

业是铂铑钯系列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制和生产，是国家“氨氧化制硝酸用铂催化剂”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企

业已在全国28个省（市）建立了经营网络，企业的产品多次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

20%左右。 本期末公司新成立的华盛丰贵金属有限公司试车成功，突破了贵金属回收加工及固体废物处

理在环保上的地域限制，实现了扩大生产。

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工程业的经营模式主要为采取承包方式，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具备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安装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房屋建筑施工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含钢结构专业承

包三级资质），市场份额小，业务量少。 报告期内公司此业务的开展主要集中在太化集团相关联的化工企

业居多，近年业务收入逐年减少，为减少关联交易，年末转让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剥离了不

符合公司转型发展行业的业务，以利于公司的后续发展。

贸易业务的经营模式主要为自营方式。根据市场需求，买卖双方协商，主要对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

量、价格、包装、产地、装运期、付款条件、结算方式、索赔、仲裁等内容进行商谈，签订《购货合同》。现受国

内外经济形势不稳定及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贸易业务波动较大，市场节奏难以把握，风险较大。 目前

公司此业务的开展多集中在曾与本公司生产经营有业务的客户间进行，以此维系本公司的客户源，同时

严格控制公司的交易风险。

新成立的太原太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配售电、能源管理，以属地

内配售电为主，目前该项目正在加紧向前推进，以尽快形成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150,221,712.45 1,710,803,517.05 -32.77 2,118,899,989.63

营业收入 705,700,445.48 871,719,340.25 -19.04

1,581,091,

20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983,462.54 7,610,835.92 -1,610.79 32,932,00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743,644.56 -21,776,188.32 不适用 -44,935,61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6,765,953.48 559,211,321.43 -21.90 551,429,23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83,480.16 -34,426,536.74 不适用 -135,492,28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35 0.0148 -1,610.14 0.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35 0.0148 -1,610.14 0.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2 1.37 减少24.29个百分点 6.16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7,738,585.89 180,531,911.46 216,315,094.51 171,114,85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82,423.36 -23,917,203.45 1,356,098.75 -80,439,93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564,837.23 -20,763,394.49 -5,362,699.55 -106,052,71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01,378.59 16,684,383.12 38,684,254.41 -13,150,739.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21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0 223,653,339 43.48 0 质押 91,000,000 国有法人

胡殿君 -100,000 4,140,000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0 3,748,867 0.73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宝奇 227,000 3,518,80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唐燕 -742,776 2,625,853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秋白 0 2,354,6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尹改荣 -350,000 1,766,4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素芳 1,592,700 1,592,7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备云 1,583,392 1,583,392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522,700 0.3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化集团是国投运营间接托管的公司，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是国投运

营的全资孙公司（详见：本章四、（二）5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

方框图）；太化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均未知。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6亿元，利润总额为-13019.89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498.35万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会议决议批准并获得2018年12月20日召开

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前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3 3

1-2年 5 5

2-3年 15 15

3-4年 30 30

4-5年 40 40

5年以上 50 50

变更后的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5 5

1-2年 10 10

2-3年 30 3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变更原因：为了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

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合理反映坏账

准备计提，结合本公司货款回收情况、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及信用风险特征，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

公司各项业务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执行日期：2018年12月20日开始执行。

②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前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对当期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8年12月31日/2018年

度金额

备注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859,501.47

2 其他应收款 -30,550,537.24

3 资产减值损失 62,410,038.71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本公司本年

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户，减少3户，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从事化工设备管道防腐、保温、拆除、安装工程；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化工产

品及原料（除危化品），化肥、焦炭，生物化工产品（除危化品），精细化工产品（除危化品）；机械制造；化

工产品来料加工（除危化品）；工业用水生产；液氯充装（以上经营范围仅限分公司使用）。 服装加工；信

息咨询；批发零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钢材、建材（除木材），磁材不锈钢制品；加工销售预拌

商品混凝土；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贵金属系列催化剂、催化网及稀土高磁性材料的

回收、利用、加工、销售，售电业务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家限定、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需

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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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实际经营的主要业务为：贵金属回收、加工，工业用水生产，化工产品、化肥、焦炭等贸易业务，化

工设备管理防腐、保温、拆除、安装工程等。

董事长：赵英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81� � � � � � �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2019－003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28日上午在本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15日以书面或电话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赵英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98.35万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59568.90万元，2018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71067.25万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

由于公司2018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值，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鉴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2018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符合股东长远利益。 同意此分配预案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2018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文件规

定公司对内控制度情况进行了自我检查和评价。《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并追认超额部分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

com）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2019-005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超额部分及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关联交易定价

政策与定价依据合理、充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未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主要业务也

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在对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

规。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赵英杰、崔新武、李志平、王建保、刘忠全、闫学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19年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聘期一年，财务审计费用6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30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与审计机构对接办理

相关续聘手续。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2：00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

审议内容及事项详见2019年3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刊登的2018-006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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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4人，监事赵玉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民娴

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并追认超额部

分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以上议案除第四项外，其它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与会监事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依法运作，内控制度健全，组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关决策的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要求。 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

利益的行为；关联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未发现内幕交易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情况。

3、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运行及监督

情况。

4、参与 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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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

况并追认超额部分及

2019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执行情况并追认超额部分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该议案关

联董事赵英杰、崔新武、李志平、王建保、刘忠全、闫学峰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容和平、王军、田旺林一致表

决通过此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在董事会上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及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合理、充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对上述

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

利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并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采购35540万元，实际采购41892.62万元，超出6352.62万元；预计销售、提供劳务

16567万元，实际销售、提供劳务13653.11万元。 具体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8年

预计金额

2018年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

差别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

品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30000 37857.10 焦炭价格上涨因素影响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700 项目未实施

小计 30700 37857.10

向关联人接

受劳务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1357.59

小计 1357.59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80

由于市场原因相关装置停产

检修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3800 2311.63 企业装置调试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360 366.30

小计 4840 2677.9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50

由于市场原因相关装置停产

检修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5100 3199.13 企业装置调试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

下游生产客户因市场因素影

响未满负荷生产

小计 7950 3199.13

向关联人销

售燃料、动

力

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6.86

太化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04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 468.33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分公司 30.33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元分公司 5.05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硫酸厂 16.55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44 业务增加

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0.85

小计 500 685.45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800 902.12 部分项目未实施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00 3832.85 工程预算增加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550 4223.68 增加部分配套项目

太化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0 52.41

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0 180.12 项目未完工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177.43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1957 项目未实施

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00 110.15 项目未完工

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9.77 新增业务

小计 8117 9768.53

（二）2018年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说明

1、向关联人接受劳务：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负责太原华盛丰贵金属有限公司厂区工程建

设项目，截止2018年底，实际发生1357.59万元。

2、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预计金额3000万元， 由于工程预算增加， 实际发生

3832.85万元，超出832.85万元。

（2）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2018年预计金额550万元， 由于增加部分配套项目， 实际发生

4223.68万元，超出3673.68万元。

基于上述超额原因，依据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结合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对超额部分进

行追认。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采购45090万元，预计销售、提供劳务16230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

公司

30000 100.61 6500.00 37857.10 93.68 业务量减少

小计 30000 6500.00 37857.10

向关联人接

受劳务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

有限公司

1500 1.93 500.00 1357.59 2.01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700 0.90 50.00

小计 2200 550.00 1357.59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690 1.44

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 500 0.64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

3100 6.49 2311.63 13.26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

公司

8600 18.01

小计 12890 2311.63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860 1.72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

5200 10.40 1115.89 3199.13 17.53 业务量增加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

公司

9500 19.00

小计 15560 1115.89 3199.13

向关联人销

售燃料、动力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500 43.89 105.00 468.33 46.58

太化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10 0.88 3.00 6.04 0.6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铁路分公司

30 2.63 4.00 30.33 3.02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新元分公司

10 0.88 2.00 5.05 0.5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硫酸厂

20 1.75 2.32 16.55 1.65

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 8.77 15.92 101.44 10.09

小计 670 132.24 627.74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术东

注册资金：7730万元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城工业区

经营范围：生产液氨、甲醇、环已胺、二环已胺、工业硝酸、硝酸铵、硫磺、碳酸氢铵、乙醛酸、生物肥料、

复合肥料，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化学工程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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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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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峰

注册资金：2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示范区南中环街426号2幢B座6层

经营范围：进出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进出口业务

除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批发、零售：化肥、化工产品（除

危险品）、农副产品、化工原辅材料、矿产品、煤炭、建材、钢材、有色金属、通用机械及其配件、电器、仪器仪

表、装修材料；物流信息服务。 批发（无储存）：氯乙酸、三氯化磷、（二）甲醚、1,3丁二烯、氨、丙烷、丙烯、

乙烯、2-甲基-1-丙醇、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环己酮、甲醇、四氢呋喃、乙醇、乙酸甲酯、异丁醛、正丁

醇、正丁醛、苯胺、次氯酸钙、过氧化氢溶液、硝酸钠、亚硝酸钠、环己胺、甲醛溶液、氢氧化钠、硝酸、乙酸、

硫磺、萘、碳化钙。（有效期至2021年1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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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是阳泉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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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卿

注册资金：8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黄岩村

经营范围：烧碱、聚氯乙烯、氯化聚乙烯、次氯酸钠、硫酸、盐酸、液氯、二氯乙烷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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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赵玉平

注册资金：2亿元

公司地址：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焦化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品除外）；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仅限分支机

构）。 煤炭购销。 焦油、粗苯、硫磺、煤气的生产（有效期至2021年08月01日）。 仓储和装卸煤炭、焦炭；自

有房屋及场地租赁；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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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五）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金：407247.0663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清泉南路1号

经营范围：氨、氨溶液、硝酸、氧、氮、氩、硫酸、发烟硫酸、双氧水、环己酮、环己烷、环己烯及其他化工

产品的生产、销售；道路货物运输；部分场地租赁，劳务信息咨询服务；安全阀校验（Fd1、F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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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六）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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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春

注册资金：5亿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南街16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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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七）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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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尼尔

注册资金：3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临沂县丰喜工业园区（东）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DSD酸、二硝基酸、邻磺酸、2—萘酚及副产品、介酸、己二酸；生产、销售：环己

酮、硝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至2021年2月12日）；销售：煤炭、焦炭、化肥、建材、机械设备及

配件、电器仪表、五金机电、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除外）、橡胶制品、水暖器材、劳保用品（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除外）、办公设备；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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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八）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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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渠清

注册资金：5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清徐县经济开发区清泉南路1号

经营范围：涂料及油墨用精细化学品的生产、销售；化工项目技术开发服务；化学建材、化工产品(不含

化工危险品)、化肥、煤炭、汽车用化学品(不含化学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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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技术中心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九）太化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化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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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彦

注册资金：15000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祠路三段40号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务会展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具有纪念性建筑物保护服务；广告

的代理、设计制作；文化产业的技术研发与服务。 （依法需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化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杰

注册资金：6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南中环街529号C座710C室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生产：智能化立体车库、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钢结构组装房、立体仓库的设计、制

造、安装、改造、修理（制造、改造仅限设立分公司时使用）（取得质监部门核发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

后，方可经营）；建设工程：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预拌混凝土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环保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设

计、施工（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企业资质后，方可经营）；机械式停车设备软件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及销售；停车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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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一）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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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平

注册资金：53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工业园区内

经营范围：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品除外）、钢材、建筑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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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二）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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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德

注册资金：6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路17号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公路路基工程、预拌商

品混凝土、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加工、

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制作、安装、销售建筑门窗，生产、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作、销售钢模板、钢架板、

直螺纹套筒，Ｕ型卡，加工、销售塑料板、管及型材、建筑设备、周转材料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房屋、场地、设备租赁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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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是阳泉市阳煤地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三）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陆林

注册资金：1000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西峪东街15号

经营范围:汽车美容服务、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服务、园林绿化服务、酒店管理服务、广告策划服务、洗

染服务、房地产开发立项和招标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建材（不含木材）、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电子产品及仪器仪表的销售；（限分支

机构经营：超市零售服务、洗浴服务、保健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

经营，需经审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许可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四）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东兴

注册资金：1000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新晋祠路300号绿地世纪城塞纳公馆一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房屋；房地产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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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该关联人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五）山西宜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宜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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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会刚

注册资金：1433.92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晋祠路三段９５号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复合袋、集装袋、复合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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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六）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小丰

注册资金：109900万元

公司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化工产业聚集区阳煤工业路1号

经营范围：碳酸二甲酯、草酸二甲酯、硝酸钠、硫磺、液氩、液氧、液氮、甲醇（浓度≥70.27%）（以上项

目的有效期至2020年10月15日）；生产乙二醇，销售本公司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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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是山西阳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七）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注册资金：100526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20号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化肥、焦炭、电石、橡胶制品、试剂、溶剂、油漆、涂料、

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贵金属加工；电子产品及仪表制造、销售；建筑、安装、装潢；设备维修制

造；铁路、汽车运输；化工工程设计；供水；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材、磁材；服装加工；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污水处理，商品、技术进出口贸易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只限分支机构)(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煤炭及制品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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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八）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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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玉川

注册资金：4000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东街54号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石油、化工设备管道、民用建筑及线路管道、防腐保温工程；建设工程：钢结构工

程、室内外装潢、环保工程；智能化安装工程、拆除工程；非标设备制作；货物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建筑

工程咨询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钢材、矿粉、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仪

器仪表、矿山机械配件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无仓储)批发（限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19年

12月13日）；仪器仪表成套设备、机电成套设备的安装及销售；检修保运工程；电力设施：机电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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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关联方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约情景，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

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价格；若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格；

双方承诺，提供与对方的货物价格不会高于其提供于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主要是由于相互间生产地域的相邻关系

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而造成，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维护了公

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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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4月26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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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4月26日

至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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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

7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并追认超额部分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8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请详见 2019年 3�月30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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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81 太化股份 2019/4/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

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20号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20号太化股份公司五楼会议室

联系电话： 0351———5638116�传 真： 0351———5638003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陈永新先生

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 20�号

邮政编码：030021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六、 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

意

反对

弃

权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3 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7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并追认超额部分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8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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