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邢亚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建保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475,490,234.79 2,539,584,948.24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7,249,883.63 695,389,939.81 -1.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39,050.71 -24,878,328.7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36,808,745.98 751,032,275.53 -5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9,324.97 -17,088,417.7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62,203.29 -15,623,186.6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27 -2.5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7 -0.03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42,443.06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87,822.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8,686.53

所得税影响额

-113,056.15

合计

332,878.3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4,80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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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53,339 46.59% 0

冻结

91,000,000

国有法人

质押

15,395,821

唐欣

6,649,645 1.29% 0

境内自然人

邓亚兰

2,497,500 0.49% 0

境内自然人

冯国新

2,396,010 0.47% 0

境内自然人

曹为宇

2,260,600 0.44% 0

境内自然人

吴滨

1,765,600 0.34% 0

境内自然人

朱峥

1,755,800 0.34% 0

境内自然人

刘秋芬

1,669,400 0.32%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

1,564,287 0.30% 0

其他

刘冬元

1,485,600 0.29%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39,653,339

人民币普通股

239,653,339

唐欣

6,649,645

人民币普通股

6,649,645

邓亚兰

2,4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7,500

冯国新

2,396,010

人民币普通股

2,396,010

曹为宇

2,2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600

吴滨

1,7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600

朱峥

1,7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5,800

刘秋芬

1,66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9,4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证券投资

1,564,287

人民币普通股

1,564,287

刘冬元

1,4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5,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中

，

国有股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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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是一致人均未知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64,145,466.90 9,533,480.02 572.84%

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所致

。

项 目

2015

年

1

—

3

月

2014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336,808,745.98 751,032,275.53 -55.15%

主要是市场下滑影响物流贸易业务减少所

致

。

营业成本

329,637,851.52 740,028,073.95 -55.46%

主要是市场下滑影响物流贸易业务减少所

致

。

管理费用

5

，

840,187.79 15,865,844.11 -63.19%

主要是日常相关费用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收入

5,903,664.06 238,582.38 2374.48%

主要是专项补助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支出

5,452,332.84 2,191,561.09 148.79%

主要是停工损失增加所致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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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晓亮 李志平

电话

0351-5638016 0351-5638116 0351-5638003 0351-5638036

传真

0351-5638000 0351-5638066

电子信箱

sxtjjxl@126.com mishuchu8003@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

%

）

2012

年末

总资产

2,539,584,948.24 2,479,117,411.50 2.44 3,496,990,209.84

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695,389,939.81 677,566,647.14 2.63 954,952,116.71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21,075,333.95 -380,990,779.27 -18,358,750.96

营业收入

3,370,144,157.24 3,169,848,898.81 6.32 4,011,281,663.60

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9,105,913.22 -282,909,009.18 18,730,883.92

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扣除非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347,355.67 -291,841,672.32 -54,688,103.71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2.78 -34.78

增加

38.05

个百分点

2.0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71 -0.5500 0.036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3,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31,4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59 239,653,339 0

冻结

91,000,000

质押

15,395,821

韩国臣 境内自然人

0.70 3,600,000 0

杨丽荣 境内自然人

0.65 3,356,300 0

包一晨 境内自然人

0.57 3,251,522 0

袁海林 境内自然人

0.57 2,944,739 0

邓亚兰 境内自然人

0.45 2,288,051 0

冯国新 境内自然人

0.35 1,806,110 0

卜剑国 境内自然人

0.33 1,691,284 0

乔雅仙 境内自然人

0.29 1,466,852 0

崔小兵 境内自然人

0.28 1,439,1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中

，

国有股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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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未知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二）实际控股人情况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山西省是国家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份。 省委省政府以转型发展为主线，带动全省经济的转型

跨越发展。按照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实施关停转型的构想，

必然给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公司是煤化工综合大型企业，完善产业链将成为一

段时期企业发展的方向。 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形势、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环境及省市"西山综合整治

"等的影响，本公司经营情况短期不会有大的转变。 公司要适应新常态，调整经营结构、优化资产配置，谋

求转型发展。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太化股份是煤化工综合型企业，受国家宏观调控高耗能污染产业和省市“西山综合整治” 的影响，主

要化工生产装置关停。目前公司正面临调整产业布局，转型发展的机遇，公司将借助阳泉煤业集团托管太

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实施搬迁的推进，做实做好做大工程健设、物流贸易、贵金属加工等非化产

业，整合资产，优化配置，完善产业链，培育新的经营增长点，回报投资者，将公司由单一的煤化工产业转

变为化工和非化产业并驾齐驱的产业集群企业。

(三) 经营计划

1、2015年的经营计划

1）收入、利润预算： 2015年营业收入计划30亿元，利润计划500万元。

2）成本费用预算：营业成本预算29亿元；管理费用预算3300万元；销售费用预算1100万元；财务费用

预算3600万元。

2、为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本公司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贯彻山西省政府关于太原西山地区环境综合

整治要求，最大程度消除已关停产能对本公司的影响，减少冗余的资产和负债，使公司轻装上阵，扎实推

进非化产业发展，最大限度维护公司稳定持续经营，实施转型发展战略。

1)提高经营运行质量，实现非化产业的长足发展。

工程建设公司要坚持走市场化经营道路，继续推行项目经理负责制，不断提升施工组织和管理水平；

提升自身价值；要积极开拓市场，加强与设计、建设、施工企业合作；明确职责，加强考核；促进企业持续稳

健发展。 华旭公司要积极借鉴国内物流企业先进管理经验，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真正形成现代物流业，搭

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平台，做实做大物流贸易；华贵公司要以精细化管理为核心，积极开拓市场，

提高市场占有率，积极开展铂、铑、钯等贵金属回收业务，确保收入稳定增长。

2)合理有序地推进资产处置工作，减少因装置关停带来的资产损失。

目前公司已进入关停资产处置的后续阶段。 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必须按照上市公司和国

有资产处置的有关规定，依法合规地做好资产处置工作。 充分利用各个渠道和相关生产业务企业实现资

产处置收益的最大化，减少部分生产装置关停带来的资产损失。

3)加大财务管理的力度，进一步完善财务的集中管理。

随着企业部分生产装置相继关停，资金压力增大，为保证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要做好以下几项工

作。一要通过加强银企业务，保证信贷总量和贷款质量。二要进一步加强内部资金集中与整体调配,�制订

公司的资金管理目标，实现资金有效流动和使用。 三要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做好年度公司的经营计划，建

立资金使用计划和管理机制，合理使用资金。 四要强化公司资金使用审核，从点点滴滴做起，减少非经营

性费用支出。

4)着力推进资产优化和资本运作，促进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根本改善。

要着眼公司发展，做好公司近几年经营规划，充分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积极落实，推进公司的资产

优化和资本运作。

5)加强职工队伍建设。

加强现阶段干部职工的思想稳定工作，强化责任意识，发挥各级领导的表率和带头作用，坚决杜绝形

式主义，加强培训学习，掌握新的业务和专业知识，提高职工在企业转型跨越发展时期的工作能力，构筑

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发展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根据2015年公司生产经营计划，公司资金需求主要是补充流动资金和弥补部分生产装置关停带来损

失，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及其它。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及行业走势的分析和公司当前转型发展的实际，实现2015年经济向好，不确定

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市场对本公司产品的影响。

采取的对策：进一步控制企业运营成本，努力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扩

展市场空间，以良好的市场信誉和产品的质量赢得利润。

二是受省政府加快推进太原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影响，公司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经营面

临新的挑战。采取对策：加大转型发展力度，用好和用足有关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做大做实物流贸易和工

程建设等非化产业。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外，上述其

他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对本集团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

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

项，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业经本集团2014�年 10�月 2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的要求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

投资

，

按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进

行处理

。

本集团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356,661.77

12,356,661.77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要求

：

财务报表新增递延收益项目

，

并将预计下一年度转入

损益的金额

，

在

“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负债

”

项目中列

报

。

本集团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

其他流动负债

专项应付款

19,373,985.93

-19,373,985.93

除上述政策外，本报告期其他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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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山西华旭物流有限公司、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阳泉华旭混凝土有限公司、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详见本附注

七。

4.3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董事会的说明：

1、公司的情况和措施：

太化股份根据太原市政府规划和环境整治要求及太化集团的统一部署，从2011年至2013年间，陆续

关停了合成氨分公司、焦化分公司、氯碱分公司生产装置。 公司主营业务受到了影响，但公司目前经营正

常。 2014年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经营成果为，全年共完成营业收入337014.42万元，

实现利润2697.55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910.59万元。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因素的影响及省政府"西山综合整治"工作全面推进，按照阳煤集团、太化集

团的战略安排，2015年太化股份将充分发挥现有技术、 人才及资源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主、 化工服务为

辅，具体持续经营计划如下：一是2015年公司将继续强化现有产能的安全运行，集中调度，调控措施，优化

管理，壮大化工服务板块，以华贵公司为基础建设阳煤集团贵金属催化剂生产和回收中心,以工程公司为

基础筹建阳煤集团化工设备安装公司和保运公司, 以铁运分公司为基础筹建太化股份物流服务公司，确

保了公司生产经营形势的平稳，为公司下一步转型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尽快与大股东协商，结合公司目前

资源和地域优势，确立规划公司转型发展的方向，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

2、基于谨慎性原则,并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各种措施,�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

公司权益。 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监事会说明意见：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监事会将认真

履行职责,对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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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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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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上午在本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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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

董事程彦斌先生因外出未参加会议，未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邢亚东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

项。

一、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公司2014年年报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105,

913.22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78,102,762.61元，2014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458,996,84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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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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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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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公司2014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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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检查和评价。 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

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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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致同审字（2015）第140ZA3916号审计报告。 《公

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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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预计201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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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8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

2015-004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同意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及制订的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此关联交易是建立有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基础上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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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董事邢亚东、赵英杰、张瑞红、贾晓亮、赵敏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聘请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财务审计费用6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30万元。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上午9时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内容及事项详见2015年4月28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2015-005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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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年4月27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

情况及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邢亚东、赵英杰、张瑞红、贾晓亮、赵敏回避表

决。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5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该议案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独立董事周崇武、容和平、王军先生对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

情况及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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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制订的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此关

联交易是建立有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基础上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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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审议程序、表决情况合规，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披露的预计销售45300万元， 采购51200万元， 实际发生额销售38773.74万

元，采购28304.32万元。 未超年初预计的范围，具体内容如下表：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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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50000 25903.30

肥料市场价格波动大

，

呈下

行趋势

，

销量减少

小计

50000 25903.30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阳煤丰喜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0 1168.49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38.99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793.54

小计

1000 2401.0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

商品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2800 865.97

换网减少

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0.80

阳煤丰喜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1800 1617.03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4969.51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21.69

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696.06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887.83

业务量增加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3000 3105.58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2000 4754.58

业务量增加

阳泉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4109.96

阳泉市益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140.00

小计

11600 287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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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470.75

小计

700 470.75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8000 5412.24

部分安装项目延期

阳煤集团昔阳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8000 448.90

部分安装项目延期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00 278.12

太原化学工业集有限公司

1500 1264.61

太原化学工业集有限公司

6200

未实施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10.00

山西阳煤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0 438.29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500 449.08

阳煤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0 372.74

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7400

未中标

小计

33000 8673.98

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

太原化学工业集有限公司

200

小计

200

其他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830.00

小计

830.00

（三）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销售32300万元；采购51500万元。 具体如下：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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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

有限公司

50000 22.75 25903.30 9.34

市场好转

小计

50000 22.75 25903.30 9.24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阳煤丰喜肥业

（

集团

）

有

限公司

1500 4.31 1168.49 3.54

业务量增加

小计

1500 4.31 1168.49 4.74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

、

商品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

限公司

310 0.89 865.97 2.54

阳煤丰喜肥业

（

集团

）

有

限公司

2030 5.80 157 1617.03 4.47

业务量增加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5000 2.27 1133 2887.83 1.03

用量增加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

有限公司

5000 50.00 4969.59 59.4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3500 35.00 1621.69 19.39

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1500 15.00 1696.06 20.28

小计

17340 6.54 1290 13658.17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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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470.75

小计

700 470.75

向 关

联人提 供

劳务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

3000 7.50 5412.24 1.62

阳煤集团昔阳氯碱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8000 20.00 448.90 18.85

安装工程开工

太原化学工业集有限公

司

200 0.50 1264.61 0.38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

公司

60 0.15 10.00 0.09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 7.50

小计

14260 35.65 7135.75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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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宋增瑞

注册资金：7770万元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城工业区

经营范围：液氨、苯氨、硝酸钠、亚硝酸钠、甲醛、环乙胺、二环乙胺、磷铵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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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集团化工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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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广民

注册资金：6.69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禹都经济开发区库东路1号

经营范围：液氨、尿素、硝酸、硝铵、硝盐、甲醇、纯碱、氯化铵、碳铵、复合肥、三聚氰胺、二甲醚等化肥、

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塑料编织袋的生产与销售、化工机械设备制造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阳煤集团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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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会刚

注册资金：249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祠路三段40号

经营范围：复合袋、集装袋、复合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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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琪

注册资金：6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泉中路413号名仕公馆10至12层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矿山建筑安装，土石方工程，公路工程施工，装璜工程施工，房地产

开发及经营，加工钢结构、金属拱型波纹屋盖、金属压型板、复合板、加工、安装门窗，房屋、场地租赁，利用

自有媒体发布户外广告，销售建筑材料、室内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电线、电缆、仪器仪表、钢结构构

件、塑钢门窗、铝合金门窗，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办公用具、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照相器材，机械

设备、周转材料租赁；制造销售预拌混凝土。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阳煤集团地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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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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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富荣

注册资金：6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矿区桃北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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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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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集团地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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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宝越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晋阳湖新区10号6-202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工程施工，加工建材、水泥

预制构件、木器制品、金属制品、建筑机械设备及周转材料的租赁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是阳煤集团地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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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湖水

注册资金：1亿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中环街461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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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三氯化磷、2-甲基-1-丙醇、苯、环己酮、甲醇、焦油、四氢呋喃、

乙酸甲酯、异丁醛、正丁醛、萘、氨、苯胺、次氯酸钙、过氧化氢、乙酸、硝酸钠、亚硝酸钠、环己胺、甲醛溶液、

氢氧化钠、硝酸、碳化钙（以上无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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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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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缑泽汉

注册资金：3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北界都村

经营范围：电石的生产和销售；筛下物及其它化工附属品，电石生产咨询。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公司是阳泉集团化工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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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泉市益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泉市益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繁亮

注册资金：1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文具用品、化工产品的销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泉市益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三有限公司， 持股

46.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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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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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赵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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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焦化行业投资管理。 焦油、粗苯、煤气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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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团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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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泉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建设

注册资金：1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五矿小河滩

经营范围：钢材、铝材、木材、建材、化工产品、电线电缆、日用百货、一般劳保、建筑产品的销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泉恒基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阳泉阳煤中小企业投资管理集团第五有限公司，持股4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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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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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中钢

注册资金：407247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油房堡段

经营范围：筹办化工产品生产项目相关事宜的有关服务（筹建期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国家法律法规

和国务院规定，需报经审批和禁止经营的项目在未经批准前不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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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集团控股子公司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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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煤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阳煤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勇利

注册资金：1.5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长治市平定县石门口乡南上庄村

经营范围：主要生产、经营烧碱、聚氯乙烯及其他化工附产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煤集团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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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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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胡向前

注册资金：56.11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20号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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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

焦炭，煤气，生物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贵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化工产品来料加工；工业用水生产；劳

务服务；液氯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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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材不锈钢

制品；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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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阳煤集团昔阳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昔阳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金：3亿元（8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南寺坪（赵壁乡黄岩村）

经营范围：烧碱、PVC、CPE生产及销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昔阳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煤集团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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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泉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封春芳

注册资金：2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盂县牛村镇石崖只村

经营范围：3652尿素工程项目筹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泉煤业集团盂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煤集团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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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金：1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西峪东街15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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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立国

公司地址：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东方广场8层

经营范围：煤矿、电力、化工、新材料等生产高端、精细、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 规划建设内容包括：兰

炭、电石、水泥、BDO、干式乙炔、甲醇、氢、PTMEG及辅助产品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阳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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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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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昌春

注册资金：800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去和平南路213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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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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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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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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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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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维护

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针对上述各项持续性的关联方交易，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综合服务合同》，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上述关联交易还将持续发生，并得到进一步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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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及定价原则均以本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综合服务合

同》等为依据。

特此公告

2015年4月27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281

编号：临

2015-006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4人，监事会主席杨培武先生因公出差未参会，未参加表决。 会议由监事

会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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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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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3、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预计2015年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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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5、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以上议案除第四、第五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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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无其他违反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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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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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及 201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

3、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4年年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监事会出具了对此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将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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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能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对公司

的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

5、参与 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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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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