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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大会召开时间：2007年6月11日下午14：00时 

大会召开地点：公司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大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阮伟祥先生 

----宣布大会开始---- 

1、大会主持人介绍股东到会情况，并宣布大会开始 

2、大会主持人介绍到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董事常盛先生宣读大会会议须知 

----会议议案报告---- 

4、公司董事项志峰先生宣读《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5、公司董事阮兴祥先生宣读《关于公司2007年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6、公司董事常  盛先生宣读《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7、公司董事王  忠先生宣读《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8、公司董事贡  晗先生宣读《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表决---- 

9、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质询，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10、大会主持人宣读监票、记票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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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11、股东投票表决 

12、监票、记票人统计表决票 

----宣布现场会议结果---- 

13、监票人宣布大会现场表决结果 

14、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 

15、董事常盛先生宣读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合并后的股东大会决议 

16、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7、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闭会 

----会后事宜--- 

18、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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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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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股东发言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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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将综合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八、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五个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所有议案进

行特别决议，即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可。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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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报告人：项志峰)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已于2005年8月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认真对照上

市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

行了逐项检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增发的有关规定，具备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

民币普通股（A股）的条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200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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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07 年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报告人：阮兴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发展公司现有主业，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

力，实现做精做专、做强做大的发展目标，公司拟公开增发境内上市人民币普

通股（A股），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公开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本次公开增发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 

三、发行数量：不超过10,000万股，最终发行数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四、发行对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账户的境

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本次公开增发股票的定价原则为发行价格不低

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具体

发行价格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如

证券监管部门对增发新股政策有新的规定，具体发行价格将按新的政策规定，

由公司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最终确定。 

六、上市地点：本次公开增发的股票发行完成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增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1、年产7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报批总投资65,062万

元； 

2、年产2万吨活性染料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报批总投资25,095万元； 

200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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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产15万吨高效减水剂项目，本项目报批总投资15,057万元； 

4、日处理1.5万吨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本项目报批总投资6,277万元。 

以上项目全部实施共需投入资金约111,491万元，拟由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解决，如本次增发募集资金不足，则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自

行解决，如有结余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增发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

他足以使本次增发计划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

后果之情形，可酌情决定该等增发计划延期实施。 

九、本次增发A股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若本次发行在2007年年内

完成，尚未分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若本次发行未能

在2007年年内完成，则分配方案另行规定。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还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行，并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案

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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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报告人：常  盛)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一、年产7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本项目报批总投资为65,062万元，拟由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解决，不足

部分由公司自筹或者向银行贷款。本项目产品包括间苯二胺系列产品、还原物

系列产品、甲基苯胺系列产品，产品均为含氨基的芳香烃及其衍生物，项目达

产将形成年产7万吨芳香胺产品。项目采用催化加氢等清洁化工艺生产，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的要求。本项目对公司调整产品结构、保持发展后劲，

提高经济效益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测算，该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为110,332万元（不含增值税），

年均利润总额15,860万元，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2.70%。可以看出，本项

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高于财务基准收益率，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强，资本可以获

得良好的收益，项目财务效益较好。因此，本投资项目是完全切实可行的。 

二、年产2万吨活性染料技术改造项目 

本项目报批总投资25,095万元，拟由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解决，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或者向银行贷款。本项目拟生产的活性染料品种，为目前市场比

较畅销的各种类型的红、黄、蓝、黑活性染料品种，生产规模拟定为年产2万

吨。本项目采用经公司改进的生产工艺，生产活性染料产生污水量少、成本低

和效率高的优点，适应了国际国内对染料市场发展的需要。 

经测算，该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均实现销售收入55,251万元（含税），年均

利润总额5618万元，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3.5%。可以看出，本项目全投资

内部收益率高于财务基准收益率，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强，资本可以获得良好的

收益，项目财务效益较好。因此，本投资项目是完全切实可行的。 

三、年产15万吨高效减水剂项目 

200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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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报批总投资15,057万元，拟由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解决，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或者向银行贷款，本项目通过控股子公司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

公司实施。本项目拟生产萘系减水剂和脂肪族减水剂，年产高效减水剂15万

吨，其中萘系减水剂14万吨，脂肪族减水剂1万吨。本项目采用先进设备和连续

化自动控制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与国内现

有生产装置相比，项目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生产过程对三废的处理引入循环

经济理念，废气、废水在得到有效的治理、达标排放同时，做到资源综合利

用。 

经测算，该项目实施完成并全面达产后，项目年均销售收入为75,972万元

（含税），年均利润总额3,356万元，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3.3%。可以看

出，本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高于财务基准收益率，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强，资

本可以获得良好的收益，项目财务效益较好。因此本投资项目是完全切实可行

的。 

四、1.5万吨综合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本项目报批总投资 6277 万元，拟由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或者向银行贷款，本项目通过控股子公司上虞市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实施。作为本公司化工园区的生产配套设施，该项目将直接关系到公司未来的

持续发展，作为环保投入，蕴涵着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可产生巨大

的、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投资项目是完全切实可行的。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大幅度提升公司的

规模，优化公司的主业结构，促进公司核心业务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从而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带来更好的

效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件：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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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保证本次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合理、安全、高效地使用，浙江龙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组织编制了本次增发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报批总投资（万元）

1 年产 7 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65,062 

2 年产 2 万吨高档、环保型活性染料技术改造项目 25,095 

3 15 万吨高效减水剂项目 15,057 

4 1.5 万吨污水处理项目 6,277 

 合   计 111,491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必要性分析 

过去数年中，在国内生产技术的进步、国内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

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精细化工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从而使我国成为全球精细化工最具发展活力的市场和

生产国，染料、医药、橡塑助剂等精细化工行业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新领域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并仍将保持较高速度

的发展。精细化工行业发展呈现产业集群化、工艺清洁化、节能化，产品多样

化、专用化、高性能化的特征。 

精细化工已成为世界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化学工业激烈竞

争的焦点之一。因此国家经贸委在“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中指出：化

学工业的发展是以“化肥、农药和精细化工为重点”。各省区编制的“十一

五”规划中，化工成为产业规划的着力点，尤其是强调精细化工的发展。华东

地区是我国经济和工业中心，加工制造业发达，由此对精细化工及其中间体原

料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十一五”化学工业科技发展纲要》确定的优先发展的六大领域中，提

出精细化工业应强化自主创新，突破核心催化技术、现代反应工程技术和精细

加工技术，开发环境友好工艺。对“十一五”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重点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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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化工中间体绿色合成技术及新品种。同时，确立对我国与国外相比尚存一

定差距的新催化技术、新分离技术以及清洁生产技术与节能技术等六项重大共

性、关键技术为重点开发及产业化的技术。“十一五”优先发展包括精细化工

催化技术、大宗化工产品及精细化学品清洁生产技术等，在节能方面重点开发

和推广高效蒸发和喷雾干燥技术等。 

目前，中国需用的精细化工中间体约 3000 种以上，年需求量约 1200 万

t。除部分产品外，我国精细化工中间体普遍存在规模较小、生产企业分散、工

艺水平落后的特点，2005 年我国每年千 t 以下精细化工厂数千个，许多工厂仅

仅只有 1～2 个品种，更多企业依靠自我配套，小批量生产，缺乏专业化、规模

化的运作。精细化工中间体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落后，部分精细化工产品在生产

过程中环保问题突出，“三废”排放较多和治理不到位、安全隐患突出，存在

较大的环境风险；一些企业的装备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技术装

备简陋，自动化控制手段基本没有。由于生产工艺装备水平落后，严重影响产

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这种生产状况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不利于降低成本，

更不利于生产中的“三废”处理，也不具备对市场的应变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选择是在充分考虑到未来几年是我国纺织印染

（尤其是活性染料应用领域）、医药等行业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而精细

化工面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全面提升的时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依托公司及周

边优势产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增加高性能活性染料的产量，应用催化加氢

等先进技术生产精细化工中间体，淘汰国内仍采用硫化碱、铁粉还原落后工艺

的产品产能，按照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和产品项目“一体化”规划

原则进行活性染料及精细化工中间体的生产，进一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具有

较好的市场前景。 

三、本次增发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年产 7 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报批总投资为 65,062 万元。 

2、产品及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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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产品包括间苯二胺系列产品（间苯二胺、邻苯二胺、对本二胺）、

还原物系列产品（2-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对氨基苯甲醚、邻氨基苯甲

醚）、甲基苯胺系列产品，产品均为含氨基的芳香烃及其衍生物，项目达产将

形成年产 7万吨芳香胺产品的规模。 

3、项目发展前景 

本项目所涉及的间苯二胺、2-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对（邻）氨基苯甲

醚、甲基苯胺产品均为含氨基的芳香烃及其衍生物，属于精细化工中间体，2-

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俗称还原物）属于分散染料领域战略中间体，其他产

品除应用于染料行业外还有广泛的应用领域。随着这些传统下游产业增长及新

应用领域的增加，需求量持续增加。 

（1）间苯二胺 

A、染料领域 

在染料行业，间苯二胺主要用于生产间氨基乙酰苯胺和间氨基丙酰苯胺及

其下游产品分散染料的生产，是国内间苯二胺的最大消费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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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优越、环

保性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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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国内涤纶、丙纶等化纤的产能增长速度将保持一致，预计“十一五”末我国染

料行业需求间苯二胺量可达 20,000 吨左右。 

B、环氧树脂固化剂领域 

固化剂是环氧树脂胶粘剂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常用的固化剂是间苯二

胺及其改性产品，用间苯二胺固化的产物具有较高的热变形温度、优异的力学

性能、介电性能和耐腐蚀性能，能得到耐热性、耐化学性能优良的固化物，作

为电气绝缘材料用环氧树脂固化剂被广泛使用。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对环氧树脂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根据行业

协会的统计，2005 年我国环氧树脂产量、消费量分别达到 35 万吨和 65 万吨，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8.5%、24.5%。进口量 2005 年为 16.51 万吨，2006 年超过

20 万吨，我国环氧树脂进口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1/2。预计 2010 年以前涂料领

域对环氧树脂的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 9%。目前我国环氧树脂生产厂商已达 200

多家，各地拟在建环氧树脂产能为 55 万吨/年。行业专家预计“十一五”末我

国环氧树脂消费量将比目前增长 1 倍，达到 100~120 万吨/年，占全球总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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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届时我国将成全球最大的环氧树脂生产国。我国环氧树脂的消费量以

每年平均 25%的数度增长，其固化剂也面临着快速增长的格局。随着上述领域

的发展，间苯二胺需求量将相应增加。2005 年，间苯二胺作为环氧树脂固化剂

在国内市场的消费量大约为 2,500 吨，预计该领域对间苯二胺的消费量将随着

环氧树脂产量的增加同步增加，至 2010 年间苯二胺作为环氧树脂固化剂的需求

量将达到 5,000 吨左右。 

C、间位芳酰胺纤维领域 

由间苯二胺和间苯二甲酰氯制得的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纤维，即间位芳

酰胺纤维（PMIA），是一种高性能的芳纶纤维，也是目前世界上耐高温、绝缘

纤维中发展最快的特种化学纤维，它不但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能，还具有较

好的热稳定性、阻燃性、电绝缘性和耐辐射性。由其生产的纤维纸、芳纶等产

品由于其优良的绝缘性和其它特殊性能而被应用于诸多特殊行业与领域，其中

芳纶更是被军事、航空、航天、交通、海洋开发等诸多现代高科技领域所广泛

应用，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发展潜力。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美国杜邦公司、日本帝人以及全俄合成纤维科学研究院

三家公司生产芳酰胺纤维，年产量合计 40,000 吨左右，消费间苯二胺约

20,000 吨。目前，国内芳纶生产能力已达 3,000 吨/年，根据芳纶相关企业发

展规划及国内拟建项目进展，预计“十一五”期间国内芳纶产量将达到 8,000

吨/年以上，对间苯二胺的需求量将达到 4,000 吨/年以上。 

D、间苯二酚领域 

由于受到生产设备与技术的制约，一直以来间苯二酚属于我国持续近口依

存度较高的精细化工产品之一。截止 2005 年，国内对间苯二酚的需求量已达

13,800 吨。近年来，随着间苯二胺市场价格的趋稳，利用间苯二胺水解生产间

苯二酚工艺的成本优势与技术优势逐渐显现，市场竞争力逐步提高，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态势。同时，随着间苯二胺水解生产间苯二酚工艺的产业实施进度的

加快，将使其对间苯二胺的需求量快速增长，根据间苯二酚市场需求量及相关

产成品市场的占有率分析，预计至 2010 年间苯二酚生产领域对间苯二胺的需求

量将达 15,000 吨。 

（2）2-氨基 4-乙酰氨基苯甲醚（还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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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氨基 4-乙酰氨基苯甲醚是生产分散染料蓝、黑色系列的重要原料，是分

散染料中最重要的配套中间体，60%左右的分散染料合成都要用到还原物，对染

料行业和染料生产企业非常重要，具有战略重要性。这类战略性中间体总体来

说不像基础化工原料那样，国内生产厂家相对较少，受制于各种因素，生产厂

家也不能保证敞开供应，这使得这类化工中间体的生产企业对染料生产企业有

比较强的议价能力。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染料生产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大

的分散染料生产与出口厂商，对该产品的需求量较大，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目前公司对其全部需要外购，为此，对还原物配套的可行性显得尤其必要。 

（3）对（邻）氨基苯甲醚 

对（邻）氨基苯甲醚作为重要的有机化工中间体，主要被大量用于染料、

颜料、医药、香料等的合成，是国内市场需求量较大的精细化工中间体品种，

2005 年其市场需求量已达 5~6 万吨，且市场需求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邻氨基苯甲醚的市场需求主要受到下游香兰素产量的迅速提高而迅速增

长，目前国内仅有一家企业自行配套生产邻氨基苯甲醚，其他企业则均需向市

场采购，该产品的市场发展空间较大。此外，由于国内现有对（邻）氨基苯甲

醚生产企业均采用污染较大的硫化碱还原工艺进行生产，因此随着国内环境治

理压力加大，采用该工艺进行生产的部分企业产能逐渐趋于萎缩，市场需求空

间相对得到扩大。 

（4）甲基苯胺 

甲基苯胺系列产品均有广泛的用途，其中间体一硝基甲苯的邻、间、对三

种异构体是重要的化工中间体，被广泛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塑料助剂等

生产领域。其对位异构体对硝基甲苯用途最广，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它的衍

生产品 DSD 酸是有机合成染料的重要中间体，被广泛应用于合成荧光增白剂、

冷冻黄、防腐剂等，目前该产品被大量出口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国内外的

需求一直很大；对硝基甲苯的另一衍生产品对甲苯胺，则被广泛应用于农药、

染料、医药等行业；邻硝基甲苯在一硝基甲苯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它是染

料、农药、医药的重要中间体，其衍生产品邻甲苯胺则被广泛应用于制造除草

剂乙草胺，农药三环唑及染料 G 红等；间硝基甲苯在三种异构体中占的比例最

少，主要用作生产染料及彩色显影剂，随着其用途进一步被开发，特别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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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 原料间甲酚的成功开发，大大地提升了间硝基甲苯的应用价值，其市

场需求量迅速增加，出口行情也一直看好。 

4、产品生产方案 

产品名称 生产规模（吨）

间苯二胺系列产品 23,100 

其中：间苯二胺 20,000 

邻苯二胺 2,600 

对苯二胺 500 

还原物系列产品 27,000 

其中：2-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 10,000 

对氨基苯甲醚 12,000 

邻氨基苯甲醚 5,000 

甲基苯胺系列产品 19,929 

其中：邻甲苯胺 12,000 

对甲苯胺 7,000 

间甲苯胺 929 

合    计 70,029 

5、产品质量标准及技术水平 

（1）产品质量标准 

间苯二胺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为染料、环氧树脂固化剂、芳纶 1313、间

苯二酚，不同用途对间苯二胺产品的质量要求不同，其中芳纶的生产对其质量

要求较高；还原物主要满足染料产品质量要求；对（邻）氨基苯甲醚根据产品

市场目标，作为医药原料的产品按医药产品特殊质量需求，其他按国家质量标

准执行；甲基苯胺系列产品按相应产品国家质量标准执行。 

（2）技术水平 

本项目间苯二胺和还原物系列产品的生产采用公司自行开发的低压液相催

化加氢工艺，运用该技术生产的产品质量明显优于利用铁粉法还原的还原物及

硫化碱还原的对（邻）氨基苯甲醚生产的产品质量，属于国内外同行业中先

进、环保的生产技术。 

6、项目的产出和销售情况 

项目产出部分用于自用外，其他全部外售。 

7、环保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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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投产后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一定的废渣、废气、废水和噪音等环

境污染问题，对此，公司在编制可行性分析报告时已就可能出现的几种主要环

境污染设计了综合治理方案。 

本项目生产采用先进工艺，生产控制和技术装备处于国内染料行业先进水

平，装置规模化运行具有较好的节能和控制污染排放的效果，本项目废气排放

量较少，废渣也有较好的综合利用和处理途径，废水经过预处理、龙盛污水处

理厂生化处理和上虞市污水处理厂三级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后排海。由于

拟选厂址靠近杭州湾，有较好的大气扩散条件和排水条件，预计项目建成后不

会对该地区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8、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项目总体进度情况中，间苯二胺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建设期（包括试

运行期）为 2.5 年，2-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和甲基苯胺项目建设稍短，建设

期（含试运行期）分别按 1.5 年考虑。 

9、效益分析 

经测算，全面达产后项目年均销售收入为 110,332 万元（不含增值税），

年均利润总额 15,860 万元，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2.70%。 

（二）年产 2 万吨活性染料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报批总投资为 25,095 万元。 

2、产品及生产规模 

本项目拟生产的活性染料品种，为目前市场比较畅销的各种类型的红、

黄、蓝、黑活性染料品种生产规模拟定为 20,000 吨。 

3、项目发展前景 

随着中欧、中美纺织品磋商达成协议，纺织行业未来的出口保持持续增

长，染料行业将充分享受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下游需求的增长。同

时，行业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市场份额的争夺也将加剧，染料行业将在新的

发展趋势下形成新的格局，尤其是活性染料和酸性染料市场，将进行一次行业

内的洗牌，形成与分散染料类似的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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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染料由于是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领域，无论全球还是国内都呈现群雄

逐鹿的竞争格局。国际上，主要是中国、欧洲、印度、印尼、韩国、台湾的产

品在相互竞争。 

近年来，我国活性染料发展很快，产量居各染料的第二位，仅次于分散染

料。活性染料的年产量超过 15 万吨，成为纤维素纤维用染料中生产量最大、品

种最多的一类染料。 

活性染料色谱齐全，色泽鲜艳，耐洗牢度优良，应用工艺简便，价格相对

便宜，深受用户青睐。活性染料还可取代部分冰染染料、硫化染料和还原染

料，而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纤维素纤维用染料，其产量已超过世界染料总量的

25%。随着国内纺织印染行业产品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发展，对活性染料的需求逐

年扩大。2006 年我国活性染料总产量超过 15 万吨，与上年同比增幅为 25.6%。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活性染料进口量呈逐年上升势头。2003 年我

国进口活性染料 2.56 万吨，与上年同比增长 21.56%，创历史新高；2004 年中

国进口活性染料 28,862 吨，与上年同比增长 12.7%，与上年同比增长 3.93%。

2005 年中国进口活性染料 28,762 吨，与 2004 年基本持平。 

4、产品生产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年产量（吨） 

1 活性艳红 EF-6B 2,500 

2 活性红 M-3BE 1,500 

3 活性艳红 EF-5B 500 

4 活性红 KN-3B 1,000 

5 活性红 KN-G 1,000 

6 活性深蓝 EF-2G 1,000 

7 活性艳蓝 EF-GR 500 

8 活性蓝 M-2GE 1,000 

9 活性金黄 EF-R 1,500 

10 活性艳橙 EF-2R 1,000 

11 活性黄 M-3RE 1,000 

12 活性黄 KN-4R 500 

13 活性黄 KN-4G 500 

14 活性黑 KN-B 6,000 

15 活性黑 EF-2BR 500 

 合    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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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质量标准 

本项目拟生产 15 个活性染料品种，所有产品均属“环保型”染料，不含有

禁用染料和中间体。目前仅有活性黑 KN-B 有国家标准，其它产品均执行企业标

准。 

6、项目的产出和销售情况 

产品均为目前市场畅销产品，市场潜力较大。针对项目产品的销售，本公

司确定 70%内销、30%外销，内销依靠本公司现有市场营销体系，外销部分主要

依靠自营进出口和委托专业进出口公司。 

7、环保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本项目基本无废渣排放，仅有少量废气和污水产生，其中生产污水

0.5t/h、生活污水 0.2t/h（生活污水并入龙盛公司统一处理）。生产污水主要

含有无机盐、芳胺等有机物。生活污水主要含有 COD、BOD5。生产废气主要含

有 NOx 和盐酸气体。 

本项目排出的生产污水主要为洗锅水和部分冲洗水，该部分污水中有机物

浓度较高。本项目拟自建一套生产污水膜处理装置，其处理方法为：先经沙

滤、除去污泥等悬浮物杂质，然后通过膜处理，使 COD 由 4000～5000mg/L 降至

2000mg/L 以下，其中高浓度水直接用于活性染料拼黑，使污水做到综合利用。 

预处理后污水与生活废水混合，废水达到上虞市污水处理厂入水指标要求，通

过龙盛公司的综合排放口统一排至上虞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 

本项目排出的废气为重氮反应中产生的 NOx 气体，盐酸气等，本项目自建

一套废气吸收装置，采用液碱、尿素进行吸收中和。 

据染料特点，引进并设置国外先进的气箱脉冲干法袋式除尘设备，取代原

有湿法除尘设备，是近年来国内较为广泛应用的一种新型高效袋式除尘设备。

它克服了传统在线脉冲清灰（清灰与过滤同时同室进行，造成刚飘落的粉尘二

次飞扬、被相邻滤袋吸收去）等缺点，实现离线脉冲清灰，清灰效果良好。选

用了先进的可编程序控制装置，脉冲阀数量少，离线分室清灰，出现故障容易

判断，修换也方便。排放的尾气含尘率达到废气排放标准，同时回收的染料尘

料都可回锅利用。 

8、项目的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期为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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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效益分析 

经测算，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55,251 万元（含税），年均利

润总额 5,618 万元，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3.5%。 

（三）年产 15 万吨高效减水剂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报批总投资为 15,057 万元。 

2、产品及生产规模 

本项目拟生产萘系减水剂和脂肪族减水剂，年产高效减水剂 150,000 吨。 

3、项目发展前景 

近年来，由于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升温，导致国内

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混凝土作为建筑行业主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市场需求量

迅速增加，同时对其产量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为了解决日益增长

的市场需求与国家对水泥行业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

展方向的掺用外加剂与矿物细掺料生产混凝土已成为必然趋势。 

由于混凝土外加剂尤其是高效减水剂能够大量节约水泥用量、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混凝土标号、缩短工期，改善可施工性以及大幅度提高混凝土工程的

耐久性，满足现代建筑业对混凝土提出的各种特殊要求，因此混凝土外加剂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与发展空间。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使用混凝土减水剂，但由于一系列的原因，目

前混凝土减水剂在我国的最高使用率仅有 40%左右，平均使用率不到 20%，与发

达国家 80%以上的使用率相比，相去甚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混凝

土外加剂的生产企业仅有 500 多家，产品牌号有 200 多个，混凝土添加剂的使

用率仅有 25%左右，2003 年～2005 年国内高效减水剂产量仅为 26～32 万吨/年

左右。从国内市场容量看，我国建筑行业每年对减水剂的需求量超过 100 万

吨，其中对高效减水剂的需求量约占 90%。预计在未来的 10～15 年内，国内减

水剂的产量将以每年 10%～15%的速度递增，2007 年～2010 年将达到 44 万吨/

年，至 2015 年将达到年产量 100 万吨的生产规模。 

4、产品生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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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吨）
序号 产品名称 

年生产能力 

（折百）吨 液体（折干） 粉 剂 

1 萘系减水剂 140,000 30,000 110,000 

    其中 FDN-05 型   30,000 

        FDN-20 型  30,000 80,000 

2 脂肪族减水剂 10,000 10,000 

 合    计 150,000 

5、产品质量标准及技术水平 

公司生产的高效减水剂可配制具有流动性高标号混凝土，明显提高混凝土

强度效果。公司减水剂产品在高层建筑和商品混凝土中得到广泛应用。生产采

用企业标准，脂肪族减水剂普通品种含固量约 32%，萘系液体减水剂普通品种

含固量 40%左右，产品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砂浆减水率实际可达到 20%以

上。 

6、项目的产出和销售情况 

随着今年国家对节能降耗的大力提倡及对商品混凝土的强制要求，外加剂

在混凝土中的运用将变成必须，再加上东部基本建设和铁道部高速铁路的建

设，外加剂的需求会远远快于预测的增速，特别是对优良品质的产品，会形成

供不应求的局面。 

7、环保问题及其采取的措施 

萘系减水剂生产工艺排放废气主要是磺化、缩合、中和工序反应尾气，主

要污染物为硫酸、甲醛和少量的萘、SO2、SO3 及减水剂干燥工序尾气含有少量

粉尘。 

磺化、缩合过程产生的工艺尾气含有 SO2、SO3、甲醛、酸雾等气体，采用

冷凝措施，首先分离甲醛、硫酸雾回用，不凝气用水和液碱联合喷淋吸收处

理，吸收的产生硫酸和亚硫酸钠回用于生产。该处理工艺处理效果在其他企业

中得到良好的体现，尾气可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求。 

喷雾干燥工序多管旋风收尘后排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并含有水蒸

气，尾气用湿式除尘收集回用，作为资源得到较好地回收利用。针对固体工业

萘原料在储存期间升华造成的无组织排放，本项目固体原料进厂后，将其溶化

采用液体萘储槽方式储存，储槽呼吸管口采用深冷阻止原料挥发，根本改善作

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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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生产尾气中含有大量甲醇分解产生的氢气，燃烧性能良好，尾气送尾气炉

燃烧，可以同时副产蒸汽。其他甲醛生产厂采用焚烧法处理甲醛尾气，效果良

好。 

本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排放。蒸汽冷凝水和车间地面冲洗水可

以经收集沉淀后重复使用，不排放。 

根据工艺分析，该项目生产固废主要为 05 型萘系减水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滤渣，产生量 4,681.88t/a，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外售作为助磨剂的原料综合

利用；干燥热风炉燃料燃烧产生的煤渣约为 4,840t/a，可作为制砖材料综合利

用。 

8、项目的实施情况 

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设期为 2

年。 

9、效益分析 

经测算，项目实施完成并全面达产后，项目年均销售收入为 75,972 万元

（含税），年均利润总额 3,356 万元，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23.3%。 

（四）1.5 万吨污水处理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报批总投资为 6,277 万元。 

2、工程规模 

公司拟建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确定为 15,000 吨/日。考虑雨水会部分

进入污水系统，进入拟建污水处理厂的最大水量按 16,500 万吨/日计算。 

3、工程建设必要性 

龙盛科技工业园现有一些分散在企业内部的污水处理设施，其中最大的一

座污水处理装置设计处理能力 6,000 吨/日，主要处理金冠化工有限公司的污

水，对高浓度污水采用氧化的方法处理，存在着运行成本高的问题，其它几家

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规模小，因缺乏总体统一而存在装置布置零散、设备运行

效率和自控水平低的问题。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已经达到设计负

荷，难有挖潜的能力，没有能力处理新增项目的排污。因此，为使龙盛科技园

区各装置的污水得到有效治理，从根本上消除污水对龙盛科技工业园内的企业

发展及新增项目的不利因素，进一步增强龙盛集团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确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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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集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改善龙盛科技工业园乃至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的环

境质量，在龙盛科技工业园内新建污水处理厂是十分必要的。 

4、污水处理标准 

本项目设计出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最高允

许排放浓度的三级标准。 

5、主要设备和技术方案 

（1）主要设备 

本项目所需主要设备为建筑物及工艺设备，其主要包括还原池、调节池、

中和池、初沉池、混合池、氧化池等建筑物与搅拌机、提升泵、风机、刮泥刮

渣机、冷却塔、加压泵等工艺设备。 

（2）技术方案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是否合适，不仅关系到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效果，

还将影响污水处理厂运行的可靠性、稳定性、工程投资、运行费用和操作管理

等方面。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处理工艺流程，在满足运行可

靠、处理效果稳定的同时，考虑投资、运行费用低等方面的要求。 

本项目拟建工程处理的污水主要为生产偶氮类分散染料产生的污水，其处

理重点、难点是 pH、COD、苯胺类、硝基苯类等物质。利用铁屑还原+中和+缺

氧/好氧生化+化学氧化法可有效改善污水可生化性、降低生化抑制物，提高

COD、苯胺类、硝基苯类等物质去除率，满足出水要求。 

6、环保问题 

拟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采用铁屑还原+中和+缺氧/好氧生化+化学氧化法

工艺流程。该工艺流程处理效果稳定可靠，厂区仅有少量废水、废渣、气味、

噪声产生。其中，废水主要来自厂区内生产、生活污水。废渣主要来自脱水后

的泥饼。噪声主要来自空气鼓风机、水泵等。 

拟建工程排放的生活污水经厂区管网收集，回至污水处理系统前端的调节

池中，同进厂的污水一并处理，达标后排放。 

污水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中和泥渣和少量的剩余污泥。这些泥渣经

脱水后形成含水率为 50%的泥饼，可与有关部门协商，用车辆外运至指定场所

卫生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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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工程高噪声设备很少，主要为鼓风机，设计采用露天遮阳棚布置，选

用低噪声的风机，并在进气口加消声器消声，使排放噪声低于国家标准的允许

值。污水提升泵设在泵房内隔音，基本消除了噪音。 

拟建工程的废气收集后排空。其它构筑物大多数为敞口的水池，在运行过

程中会散发一定的气味。为减轻气味的危害，将产生气味较重的构筑物尽量布

置在厂区的下风向，厂区广种树木、花草，以改善环境。 

7、项目的实施情况 

项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设期为 1

年。 

8、效益分析 

本项目作为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龙盛科技工业园内的环保基础设施，其本

身并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其效益主要体现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拟建污水

处理厂建成后，龙盛科技工业园排出的污水中各种污染物均有大幅度的减少，

预测 CODcr 每年减少 7,392 吨，BOD5每年减少 1,807 吨，苯胺类每年减少 247

吨，硝基苯类每年减少 110 吨，对龙盛科技园区各企业排放的污水得以有效治

理、改善龙盛科技工业园乃至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的环境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利于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杭州湾的生态建设。因此

该污水处理厂工程的兴建潜含着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四、结  论 

公司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技术方案科学、合理，市场发展前景广

阔，公司将利用规模化、专业化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具有良好市场前景与发展

空间的优势产业，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巩固公司在国内精细化工行业

的领先地位，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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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报告人：王  忠)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就2003年首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截止2006年12月31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审议通过，该说明

公告已于2007年5月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200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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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议案 

(报告人：贡  晗)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高效、有序开展申请公开增发 A 股的有关工作并根据资本市场情况确定

公开增发 A 股方案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增发

A 股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股票发行的议案，视市场情况，与

主承销商协商决定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时机、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及其他

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授权董事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的申报事宜； 

3、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与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相关的

重大协议、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4、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审核反馈意

见，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募集资金投向进行修订和调整； 

5、根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完成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

款，以反映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的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并办理验

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授权董事会在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存管、登记等相关事宜和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事宜； 

7、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及实际

募集资金额，对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和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8、如证券监管部门对于公开增发股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

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

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公开增发 A 股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2007 年第二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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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办理其他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具体事

宜； 

10、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同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增发计划难以实施、或者虽然

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之情形，可酌情决定该等增发计划延期

实施。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