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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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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13日将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书面

的方式送达与会人员，2021年8月24日在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8名，董事龙小兵、屈宪章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

到会，委托董事周杰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李德禄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三、《关于投资建设内蒙古兰太钠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属钠电解槽自

动化作业系统推广应用项目议案》 

（一）项目投资概述 

内蒙古兰太钠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太钠业”）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兰太钠业制钠技术经过多年的技术消化吸收及改造，生产工艺

日趋成熟，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电解车间还采用人工作业方式完成电解

槽下盐量控制，生产工艺过程自动化程度较低；同时现场作业环境温度高，

对安全管理要求高。为提高电解槽自动化水平，减小人工劳动强度、降低

人员作业风险，兰太钠业拟实施金属钠电解槽自动化作业系统推广应用项

目，对电解槽推广使用自动下盐、自动刮刀、自动搅刀系统。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目投资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兰太钠业金属钠电解槽自动化作业系统推广应用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内蒙古兰太钠业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在现有制钠电解槽装置安装自动刮刀系统、自动

搅刀系统、自动下盐系统、PLC 自动控制系统，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实现

电解槽下盐系统、刮刀系统和搅刀系统整体自动控制。 

4、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总投资 1,125.77 万元，资金全部由企业自

筹。 

5、项目建设周期：9 个月。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安全管理需要：电解车间现场作业环境温度高，操作人员要穿戴

厚重的隔热服、头套、口罩站在电解槽上进行下盐量调节，刮刀、搅刀的

操作，对安全管理要求高，需自动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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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兰太钠业整体自动化水平。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兰太钠业

整体自动化水平，对金属钠电解车间工艺操作控制、产品质量管理、人员

安全风险、生产成本控制等全面提升。 

（四）项目风险分析及防范 

1、政策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电解槽作业实现自动化和机械化，顺应现代工业发展的方向，属于国

家鼓励发展的产业。项目在政策上无风险。 

2、技术与工程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本项目虽然选定了自主研发技术，但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仍

然可能会发生预期不到的问题，如对技术的适用性和可靠性认识不足，将

会发生控制调节延时等问题。这些可能使投资项目遭受风险损失。 

项目在设计阶段进一步优化设备布局及技术方案，合理选用设备材料

等。在施工阶段科学合理安排工程进度，优先选择技术能力强、工程经验

丰富的专业公司，控制好建设投资，以求良好的运行效率，保证项目目标

的实现。 

（五）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范，项目实施后将极大的提高电解槽自动

化水平，减小人工作业劳动强度，降低人员操作风险，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投资建设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蒸氨钙液资源化综

合回收利用节水减排环保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建设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蒸氨钙液资源化综合回收利用节水

减排环保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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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脱盐水站整合

项目议案》 

（一）项目投资概述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氯碱化工”）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氯碱化工 4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装置配套建有 100m³/h

脱盐水站，为公司氯碱产品生产提供脱盐水，随着二期糊树脂等生产

装置的投入使用，脱盐水需求增加，脱盐水站产能已不能完全满足生

产需要。为保证公司生产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拟新建一套 200m³/h

脱盐水装置，满足公司生产需要。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目投资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脱盐水站整合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在公司热电厂新建一套 200m³/h 脱盐水装置，

建于化水车间东南侧。新建脱盐水厂房一座，建筑面积为 1,320m²，新

建配电室一座，建筑面积为 160m²，结构形式均为框架结构。 

4、项目投资概算：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825.27 万元，资金全部

自筹。 

5、项目建设周期：10 个月。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符合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政策，而且能提

高污水回收率，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

环境污染。既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又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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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四）项目风险分析及防范 

1、政策风险分析与防范措施 

该项目的建设为配套 PVC、糊树脂产品及片碱生产提供脱盐水，稳

定生产，属于填平补齐项目，同时降低全厂脱盐水处理成本，符合当

前国家鼓励发展的节能减排政策，在政策上无风险。 

2、技术运营风险与防范措施 

工艺采用与热电厂脱盐水站相同的工艺技术，不增加劳动定员，

整合后可以实现集中管控，合理分配，增强生产区现场管理，有利于

提升脱盐水装置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技术上风险小。 

3、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措施 

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2.29%，投资收益率为 17.99%，均高于

行业基准收益率，表明盈利能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因此项目建成后

将降低全厂的脱盐水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项目投资额相对较少，企

业现有盈利水平较好，自筹资金能力较强，因此财务风险较低。 

4、安全环保风险分析与防范措施 

项目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水，全厂污水回收率从 75%提高

到 85%，年预计节约一次水费 150 万元，年减排废水 16 万吨，能源得

到综合利用，实现节能降耗，增加经济效益，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环

境风险较小。 

5、工程风险分析与防范措施 

本项目实施的主要风险来源于项目工程风险，实施过程中会边建

设边生产，要在施工阶段科学合理安排工程进度，优先选择技术能力

强、工程经验丰富的专业公司，做好三同时管理工作。同时按公开、

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选择施工单位。施工单位

必须具有资信好，实力强，经验丰富等特点，同时施工过程要实行项



 6 

目经理负责制。 

（五）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可解决目前氯碱化工及高分子公司现有及新增加装

置脱盐水需求。同时通过整合，可以实现脱盐水站集中管控，合理分

配，有利于提升脱盐水装置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炉增加出炉

机器人项目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中

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炉增加出炉机器人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炉净化灰综

合利用项目的议案》 

（一）项目投资概述 

氯碱化工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氯碱化工建有 12 台电石炉，年生

成净化灰量约为 6.8 万吨，目前主要的处置方式为填埋。净化灰中含

有固定碳、氧化钙、金属镁等，具有助燃作用，有较好的利用价值。

为了降低环保成本，实现循环经济，资源再利用，公司拟投资建设氯

碱化工电石厂电石炉净化灰综合利用项目，采用氮气密闭输送的方式，

将电石炉净化灰输送至合作单位分解炉内燃烧使用。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目投资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电石炉净化灰综合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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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主体：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在电石厂电石炉净化灰仓底部安装气力输送泵、

仓顶部安装污氮除尘器，采用氮气为输送气体，通过支管路汇入总管

路输送至合作单位水泥厂灰仓，利用罗茨风机将除尘灰喷入分解炉焚

烧。末端氮气回收加压后送回电石厂，实现氮气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配套建设氮气加压装置、氮气保护和输送管路、电气、自动控制系统；

制氮装置、仪表空气装置利用现有装置。 

4、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建设投资为 1,500 万元，全部由公司自

筹资金建设，主要包括：设备、管道采购费 1,268 万元，安装工程费

100 万元，控制部分 95 万元，工程设计与其它费用 37 万元。 

5、项目建设周期：1 年。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降低环保成本，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目前电石炉净化灰的处理方式为填埋，环保投入高且效果较差。

随着新环保法的颁布，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结合国家超低排放

标准的要求，实现循环经济，资源再利用，进行净化灰回收并综合利

用的改造迫在眉睫。 

2、减少固废处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采用净化灰喷吹焚烧可替代兰炭作为炭材烘干的燃料，解决了净

化灰后续处理的难题，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节省净化灰运输填埋费

用，节约兰炭粉末消耗。 

（四）项目风险分析及防范 

1、政策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本项目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国家关于可持

续发展及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项目在政策上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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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风险和工程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技术方案成熟、先进，具有环保、清洁、安全、高效、全自动化

程度高等多种优势，将净化灰作为生产水泥的燃料，可将净化灰回收

利用，减少填埋处置等费用，且采用密闭输送系统可极大改善现场环

境，整套工艺操作控制较为简单，可完全实现自动控制，降低人员劳

动强度。项目在技术上无风险。 

3、安全环保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本工程的自动化水平较高，各设备的安全检测、报警、紧急停车

等措施完备，既保证了机械设备的安全运行，又提高了作业人员的安

全卫生水平。对有碍安全生产和职工健康的不利因素采取了防火、防

机械伤害、防雷、防暑、防寒等一系列劳动安全卫生的防范措施。安

全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项目采用气力输送设备输送净化灰，输灰设备及管道密封性好，

不产生新的大气污染源及污染物。同时项目也不产生废水及固体废弃

物。本项目噪声污染主要来自压缩机、磁悬浮风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

源强一般不超过 110dB(A)，项目优先选择新型低噪音设备，对磁悬浮

风机安装隔声罩。项目环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五）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可减少公司环保压力，减少固废处理成本，实现循

环经济，实现净化灰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具有良好的环保、社

会和经济效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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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 8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十一、《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关于修订<子公司控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 2016 年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07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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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月 29日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长江

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7 名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不超

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8,913,043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9.20 元，截止 2016

年 1 月 29 日止，公司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725,999,995.60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8,718,913.04 元，募集资金净额 707,281,082.56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1月 29 日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039 号）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巴彦浩特分行乌素图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开立了账户

号为 154044590394 的银行账户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斯太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开立了账号为 05463201040013710 的银行账户，

作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2016

年 2 月 24 日，中盐化工、保荐机构招商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

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三方在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责任。自协议签署之后，协议

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相应职责。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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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专户用途 

 

存续状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巴彦浩特分行乌

素图支行 

154044590394 498,481,086.96 存放募集资金 本次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斯太支行 
05463201040013710 208,799,995.60 存放募集资金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的余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

户，预备办理销户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后，公司与保荐

机构及相关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八、九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