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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大会召开时间：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上午９时
大会召开地点：上虞宾馆商务中心二号会议室
大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阮水龙先生
－－－－大会议程－－－－
１、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２、大会主持人介绍到会股东及来宾情况
３、大会主持人宣读大会会议须知
－－－－会议议案报告－－－－
１、公司董事阮伟兴先生宣读《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方式的议案》；
２、公司董事阮伟祥先生宣读《关于变更“年产１０吨维生素Ｄ２项目”为“１０，０００
吨／年间苯二胺扩产项目”的议案》；
３、公司董事阮兴祥先生宣读《关于变更“年产５，０００吨酸性染料项目”为“精
馏法制３，０００吨／年聚合级间苯二胺技改项目”的议案》；
４、公司董事章荣夫先生宣读《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
－－－－审议、表决－－－－
１、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质询
２、公司主持人、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３、会议主持人宣布监票人名单（其中包括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会议
以鼓掌方式通过监票人）
４、股东投票表决
５、监票人统计表决票和表决结果
６、监票人代表宣布表决结果
７、公司董事阮兴祥先生宣读大会决议
８、与会董事签署决议及会议纪录薄
９、会议主持人宣布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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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
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
则，认真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四、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主持人许可后进行。主持人可以要
求发言股东履行登记手续后按先后顺序发言。
五、每一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发言不能超过３分钟。
六、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
东的问题，全部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３０分钟。
七、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
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赞成”、“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
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八、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四个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四个议案进
行普通决议，即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即可。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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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案 之 一

200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方式的议案
（ 报 告 人 ：阮 伟 兴 ）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中的 “年产 4,900 吨红色谱活性染料项目” 、“年
产 5,000 吨黄橙黑色谱活性染料项目” 及“年产 5,100 吨蓝色谱活性染料项
目” 分别经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经贸投资［2002］584 号、613 号、457 号
文批复，其中红色谱活性染料项目投资额为 4,987 万元，黄橙黑色谱活性染料
项目投资额为 4,967 万元，蓝色谱活性染料项目投资额为 4,996 万元，三个活性
染料项目总投资额为 14,950 万元。
公司原计划投资上述三个活性染料项目，来增强公司活性染料的竞争实力
和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现根据公司产业布局及发展现状，经对市
场的充分研究论证，拟调整投资方式，由公司直接投资建设方式变更为公司通
过向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华”）追加投
资的方式，由上海科华投资实施上述三个项目。上海科华成立于 2000 年 7 月 5
日，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目前股权结构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75％，上虞市盛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25
％。公司经营范围：染料及中间体开发、生产、包装、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
海科华从事活性染料的生产和销售的时间已达三年多，积累了不少运作经验，
且年成长速度较快，公司考虑其在国内活性染料市场已处于领先地位，其“科
华素”品牌在市场也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此想借助上海科华活性染
料市场成功的运作经验和品牌的优势来运作实施上述三个项目；另一方面，公
司目前已调整产业布局，为使得募集资金项目能够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效
益，使公司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化，因此由上海科华来实施上述三个项目。
本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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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会议
议 案 之 二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年产 １０ 吨维生素 Ｄ ２ 项目”为
“１０，０００ 吨／年间苯二胺扩产项目”的议案
（报 告 人 ：阮 伟 祥 ）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年产 10 吨维生素 D2 项目”，该项目 2001 年
11 月 29 日经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经贸投资［2001］1532 号文批复。公司
原计划投资 4,987 万元实施该项目，通过采用北京化工大学开发的麦角固醇生
产新技术，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维生素 D2 生产装置，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从而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为公司创建新的产业链和进一步发展生物化工
奠定基础。
由于该项目采用的麦角固醇生产新技术虽在小规模的工业化装置上得到应
用，生产运行结果表明是可行的，但对于放大到本项目确立的生产规模，尚存
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由于该项目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生产技术相
关性不是很大，实施该项目将在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
险，在经过对市场的充分调查和研究论证后，公司拟暂不实施该项目。
同时，公司根据目前间苯二胺产品市场扩张的需要，结合公司中长期发展
规划，并充分利用募集资金投入的“双高一优” 项目即“年产 5,000 低压液相
加氢制间苯二胺项目”的现有基础条件，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化工中间体产
业，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经过充分调查和论证，拟
变更“年产 10 吨维生素 D2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向“10,000 吨/年低压液相加氢
制间苯二胺扩产项目”。该新项目已经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经贸投资
［2003］1154 号文批复。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投资总额、资金来源和建设期：项目报批总投资 4,988 万元，资金来源
为“年产 10 吨维生素 D2 项目”变更的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项目建设期约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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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计划投资进度：本项目按三个阶段实施：
（1）项目技术准备阶段：初步设计与审批及施工图设计；时间 2004 年 1
月~2004 年 3 月。
（2）施工阶段：设备与材料订购、土建施工、设备与管道安装、单机试
车；时间 2004 年 3 月~2004 年 9 月
（3）投产：计划 2004 年 10 月项目全面开车投入运营。
3、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4988 万元，所需固定资产投资 4830 万元，流动资金 527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158 万元。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名称

单位

数据或指标

备注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9257

含税

年均总成本费用

万元

5837

含税

年均利税总额

万元

3420 含销项税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2510

年均所得税后利润

万元

1707

投资利润率

%

31.86%

投资利税率

%

46.86%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

%

38.61%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

28.64%

全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前）（I=14％）

万元

7688

全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I=14％）

万元

4429

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

年

4.1 含建设期

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年

4.9 含建设期

5、市场前景
间苯二胺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体，可用于加工生产染料、医药、显
色剂、环氧树脂固化剂和石油添加剂等，间苯二胺还可用来制造聚间苯二甲酰
间苯二胺纤维。目前主要是用于生产染料中间体间氨基乙酰苯胺，进而用于合
成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约占我国间苯二胺市场总消耗量的 85%。我国目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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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二胺的年产量在 1.2 万吨左右，其中约 75%供应国内市场，主要用于染料中
间体及染料的生产，出口量约占国内产量的 25%。以间苯二胺为原料衍生的分
散染料，是目前市场上比较畅销的染料品种，并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因
此，其生产发展对间苯二胺的需求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预计 2005 年，国内市场
对间苯二胺的总需求量可达 2.2 万吨左右。
目前我国有近 20 家企业生产间苯二胺，全部采用铁粉还原技术，每吨产
品消耗铁粉约 3,000kg，产生铁泥 5,000kg 以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且产品纯
度、外观以及贮存稳定性均不如加氢产品，不能满足特殊领域产品的生产要
求，必须先进行精制处理，限于技术条件及原料成本等原因，因此往往靠进口
解决。随着国内芳纶及环氧树脂固化剂领域的发展，对高品质间苯二胺的供应
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司采用液相加氢工艺制间苯二胺，满足了间苯二胺高品质
的要求。
6、新项目的风险提示和防范
环保风险：“10,000 吨/年低压液相加氢制间苯二胺扩产项目”排放的生产
污水、废气虽然较少，但环境保护方面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
系列法律、法规的约束，随着国家对环保标准要求的提高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
强，环保问题有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影响。对此，公司长期以来已经
严格按照我国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污染物进行了充分处理，
公司管理层一直坚持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此外，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对
环保的投入，加强对各类污染物的综合处理能力，确保公司今后符合国家环保
法规日益提高的要求。
本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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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会议
议 案 之 三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年产 ５，０００ 吨酸性染料项目”为
“精馏法制 ３，０００ 吨／年聚合级间苯二胺技改项目”的议案
（报 告 人 ：阮 兴 祥 ）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年产 5,000 吨酸性染料项目”，该项目 2002
年 6 月 7 日经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经贸投资［2002］612 号文批复。公司原
计划投资 4,996 万元实施该项目，使其达到规模型生产并形成拳头产品，与分
散染料并驾齐驱争夺国内、国际市场，从而提高公司的品牌。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在此期间，公司下属控股 51％的子公司
上虞新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通过技改，酸性染料产能已进一步扩大，目前的生
产能力已基本满足市场需求。如再实施该项目，进一步扩大酸性染料的产能，
市场存在较大的风险，且对控股子公司上虞新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也将产生重
大影响，基于以上原因，公司拟暂不实施该项目。
同时，公司根据目前化工中间体市场对聚合级的间苯二胺需求越来越大，
其主要用途为军用、航空中的芳纶材料，市场主要分布在国外，因此，为更好
在打开间苯二胺国际市场，同时更有效地发挥“10,000 吨/年低压液相加氢制间
苯二胺扩产项目”效益，拟将“年产 5,000 吨酸性染料项目”变更投向为实施
“精馏法制 3,000 吨/年聚合级间苯二胺技改项目”，该新项目已经浙江省经济
贸易委员会浙经贸投资［2003］1153 号文批复。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投资总额、资金来源和建设期：项目报批总投资 4,998 万元，资金来源
为“年产 5,000 吨酸性染料项目”变更的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
决。项目建设期约 1 年。
2、项目计划投资进度：本项目按三个阶段实施：
（1）项目技术准备阶段：初步设计与审批及施工图设计；时间 2004 年 1
月~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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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阶段：设备与材料订购、土建施工、设备与管道安装、单机试
车；时间 2004 年 3 月~2004 年 9 月
（3）投产：计划 2004 年 10 月项目全面开车投入运营。
3、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4998 万元，所需固定资产投资 4818 万元，流动资金 600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180 万元。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名称

单位

数据或指标

备注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8760

含税

年均总成本费用

万元

6550

含税

年均利税总额

万元

2210 含销项税

年均利润总额

万元

1501

年均所得税后利润

万元

1006

投资利润率

%

20.10%

投资利税率

%

40.80%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

%

31.25%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

21.33%

全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前）（I=14％）

万元

5252

全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I=14％）

万元

2994

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

年

4.03 含建设期

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年

4.93 含建设期

5、市场前景
聚合级间苯二胺是比普通间苯二胺纯度更高的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
体，其主要用途为军用、航空中的芳纶材料，市场主要分布在国外。目前我国
有近 20 家企业生产普通的间苯二胺，全部采用铁粉还原技术，每吨产品消耗铁
粉约 3,000kg，产生铁泥 5,000kg 以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且产品纯度、外观
以及贮存稳定性均不如聚合级产品，不能满足特殊领域产品的生产要求，必须
先进行精制处理，限于技术条件及原料成本等原因，因此往往靠进口解决。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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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国内芳纶及环氧树脂固化剂领域的发展，对高品质间苯二胺的供应提出了新
的要求。公司现拟在采用液相加氢工艺制间苯二胺的基础上，用精馏法来生产
聚合级间苯二胺，将间苯二胺的纯度从 99.5%提高至 99.9%，满足了间苯二胺
高品质的要求，随着旧的污染较大的生产工艺逐步淘汰，公司聚合级间苯二胺
销售将逐步增长，尤其是国际市场销售。
6、新项目的风险提示和防范
环保风险：“精馏法制 3,000 吨/年聚合级间苯二胺技改项目”是在液相加
氢工艺制间苯二胺的基础上再进行精馏生产，其排放的生产污水、废气较少，
但环境保护方面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约
束，随着国家对环保标准要求的提高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保问题有可能
会对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影响。对此，公司管理层一直坚持企业发展和环境保
护并重，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在生产过程中对精馏法技术进行不
断地改进提高，确保公司今后符合国家环保法规日益提高的要求。
本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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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议 案 之 四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报 告 人 ：章 荣 夫 ）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华）成立于 2000 年 7 月 5
日，目前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75％，上虞
市盛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25％。该公司截止 2003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为 18,748.97 万元（未经审计），净资产 3,810.08 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以上海科华截止 2003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审
计报告在公司 200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五个工作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告），以 “年产 4,900 吨红色谱活性染料项目，年产 5,000 吨黄橙黑色
谱活性染料项目，年产 5,100 吨蓝色谱活性染料项目” 三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对
上海科华进行增资，上虞市盛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放弃本次增资，增资后
上海科华注册资本为 7500 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95%，资本溢价部分作为
上海科华的资本公积。
本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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