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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0年1月20日（星期一）14:00 

会议地点：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君正长河华府101室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股东、股东代表及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审查会议有效性； 

三、确定监计票人（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 

四、宣读议案并请股东针对议案发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1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五、股东对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六、由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签署股东大会决议，董事和记录员签署会议记录； 

十、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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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终止“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122,574.52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

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32 号）核准，内蒙古君正能源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

超过 53,318.8248 万股（含 53,318.8248 万股）。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3,260.8695 万股，发行价格为 9.2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489,999.9994 万元，扣

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2,710.33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7,289.6694万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5]001310”《验资报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5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决策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 550,024.83 340,8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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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偿还银行贷款 146,400.00 146,400.00 

合计 696,424.83 487,289.67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46,400万元偿还银

行贷款；使用募集资金220,777.10万元用于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建

设（其中包括使用募集资金12,853.5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发行费用260.33万元；剩余募集资金122,574.52

万元（含利息收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巴音赛

大街支行  
15050172663700000012 8,692.0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巴音赛

大街支行 
15050172663700000019 1,225,736,465.43 

合  计 1,225,745,157.43 

为了便于募集资金账户管理，2017年公司对部分账户余额较小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了注销处理，对应的账户余额全部转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巴

音赛大街支行专户（15050172663700000012），根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相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使用不超过 28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截至 2016 年 3 月 7 日，

公司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收到理财收益 726.57 万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先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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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2,853.58 万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1 月 28 日出具的《内蒙古

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大华核字[2016]000097 号），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12,853.58 万元。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置换时

间距募集资金的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2016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2017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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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8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已将该次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5、2018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

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6、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2,000 万元（含 7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9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7、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8、2019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3,000 万元（含 6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3,000 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7 
 

（五）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情况 

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

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金额为 142,443.79 万元。 

四、本次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投

资额为 550,024.83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340,889.67 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自

筹解决。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公司将新建成包括发电机组（330MW）、变电

站（220KV）、电石炉（45 万吨/年）、聚氯乙烯生产线（聚氯乙烯产能 30 万吨/

年，烧碱产能 24 万吨/年）等在内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建设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募投项目 已完成情况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投资 

进度 

发电机组（330MW） 已完成 
45,066.96 

340,889.67 64.76% 

变电站（220KV） 已完成 

电石炉（45 万吨/年） 已建成电石炉（15 万吨/年） 32,859.31 

聚氯乙烯生产线： 

1、聚氯乙烯产能 30 万吨/年； 

2、烧碱产能 24 万吨/年。 

已建成聚氯乙烯生产线： 

1、聚氯乙烯产能 10 万吨/年； 

2、烧碱产能 7 万吨/年。 

86,850.83 

其他 已完成 6,000.00 万元 6,000.00 

铺底流动资金 已完成 50,000.00 

合计 - 220,777.10 340,889.67 64.76% 

公司综合考虑了国家政策及本次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市场情况、公司发

展战略布局调整等因素，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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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22,574.52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5.15%。 

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构成关

联交易。 

五、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投资概况 

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计划投资额为550,024.83万元。通过本次

募投项目建设，公司将新建成包括发电机组（330MW）、变电站（220KV）、电

石炉（45万吨/年）、聚氯乙烯生产线（聚氯乙烯产能30万吨/年，烧碱产能24万吨

/年）等在内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概算 

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550,024.83万元，承诺投资募集资金340,889.67万元，其

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备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建筑工程费 合  计 

1 330MW 发电机组 58,070.02 17,981.39 26,823.43 102,874.83 

2 220KV 变电站 6,668.88 3,324.95 2,633.17 12,627.00 

3 
45 万吨电石炉（含气烧

窑） 
82,647.21 20,939.19 40,580.35 144,166.75 

其他

石灰石

煤

兰炭

原盐

发电机组
（330MW）

聚氯乙烯
（30万吨）

烧碱
（24万吨）

原材料 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 最终产品

变电站
（220KV）

电石炉
（45万吨）

聚氯乙烯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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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聚氯乙烯生产线 156,868.62 26,481.78 45,005.85 228,356.24 

5 其他 -  -  -  12,000.00 

6 铺底流动资金 -  -  -  50,000.00 

合计 304,254.72 68,727.31 115,042.80 550,024.83 

2、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序号 项  目 金  额 备  注 

1 项目总投资（万元） 550,024.83 - 

2 年均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177,935.95 达产正常年份 

3 年均利润总额（万元） 53,389.79 达产正常年份 

4 年均净利润（万元） 45,381.32 达产正常年份 

5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年） 8.93 含建设期 2 年 

6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10.75 税后 

（二）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募投项目 已完成情况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金

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投资 

进度 

发电机组（330MW） 已完成 
45,066.96 

340,889.67 64.76% 

变电站（220KV） 已完成 

电石炉（45 万吨/年） 已建成电石炉（15 万吨/年） 32,859.31 

聚氯乙烯生产线： 

1、聚氯乙烯产能 30 万吨/年； 

2、烧碱产能 24 万吨/年。 

已建成聚氯乙烯生产线： 

1、聚氯乙烯产能 10 万吨/年； 

2、烧碱产能 7 万吨/年。 

86,850.83 

其他 已完成 6,000.00 万元 6,000.00 

铺底流动资金 已完成 50,000.00 

合计 - 220,777.10 340,889.67 64.76% 

截至目前，公司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共计使用

募集资金 367,177.10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75.35%。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已完成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 2018 年实现净收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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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0 万元，2019 年 1-11 月份预计实现净收益约 37,500 万元。 

（三）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终止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的原因主要系受国家政策及公司战

略发展布局调整的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1、政策风险。2016 年 4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水俣公约》），《水俣公约》

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起对中国正式生效。2017 年 8 月 15 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外

交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门联合下发《水俣公约》生效公告。在批准生效

的《水俣公约》中约定“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起，禁止新建的乙醛、氯乙烯单体、

聚氨酯的生产工艺使用汞、汞化合物作为催化剂或使用含汞催化剂。” 

在《水俣公约》生效后，公司积极寻求新的工艺替代含汞催化剂，但行业中

目前尚未发现可以有效代替的催化剂，在相关技术取得突破及生产工艺成熟前，

公司若继续投入资金实施剩余聚氯乙烯、烧碱项目建设，可能存在项目建设中途

被叫停或后续各类审批验收面临障碍的风险，进而导致相关项目建成后无法投产

并产生效益，存在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2、项目盈利水平不确定性加强。随着环保政策的趋严、环保督查力度的不

断加大，公司聚氯乙烯、烧碱生产的环保投入持续增加，加之宏观经济政策对下

游市场需求的影响，募投项目产品的盈利空间也受到不利影响，如果在此情形下

仍然继续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募投项目建成后的新增产能会使公司面临更大的

市场竞争压力，存在无法实现项目预期收益的风险； 

3、终止剩余募投项目建设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已投入建设完成

的募投项目已投入使用，本次拟终止的剩余募投项目尚未开工建设，且尚未进行

任何投入，剩余募投项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终止剩余

募投项目建设，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发挥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 

六、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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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综合考虑了国家政策及本次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市场情况、公司发展战略

布局调整等因素作出的优化调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存在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22,574.52 万元（含利

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使用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

于缓解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资本

结构，并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积极推动公司业务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提高

经营效益，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规范

使用该部分资金。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