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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 

（一）现场会议：2023年 1月 31日上午 9:00 

（二）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

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炉桥镇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会议室 

三、与会人员 

（一）截至 2023 年 1月 19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 

（四）本次会议的工作人员 

四、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赵世通先生 

五、会议主要议程安排 

（一） 宣布开会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会议须知 

2、宣布现场参会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数 

3、介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士出席情况 

（二）宣读和审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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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更换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三）股东及股东代表讨论、提问 

（四）投票表决 

1、推举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2、股东进行书面投票表决 

3、统计现场投票表决情况 

4、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五）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1、现场会议休会 

2、汇总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六）宣读决议和法律意见书 

1、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签署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4、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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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次会议参会须知，请

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自觉遵守。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注意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设置会务组，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部负责会议的程序

安排和会务工作。 

2、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下称“股东”）务必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

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有效证明及加盖公章的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于 2023年 1月 31日上午 8:30-9:00准时到达会场

办理签到登记手续。 

3、股东未做参会登记或会议签到迟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和发言。 

4、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有权发言和提问。为维护股东大会秩序，请准备发言

和提问的股东事先向会务组登记申请，并请提供发言提纲，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

和解答。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股东发言顺序按持股数量

排列。 

5、股东发言范围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或公司的经营、管理、发

展等内容，超出此限的会议组织方有权取消发言人的该次发言资格，董事、总经

理、监事或应答者有权拒绝回答无关问题。 

6、为保证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振动状态。谢绝个

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于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或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

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按照要求填写表决票。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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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时，必须填写股东姓名或委托股东姓名，在表决票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

“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未填、填错、字迹无法

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完成后将表决票及时交给工作人

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 

8、股东应严肃认真独立行使表决权，不得干扰其他股东的表决。 

9、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3 项议案需表决。3 项议案均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 

10、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及见证律

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表决结果由计票、监票小组推选代表宣布。 

11、公司董事会聘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

程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需注意事项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通过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 9:15-15:00。具体操作参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06）的相关内容。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有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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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更换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近期，公司收到股东方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函件，因工作

需要，建议丁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公司

董事会对丁胜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其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根据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推荐，拟提名范海滨

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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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范海滨先生，中国国籍，1975 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中国

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银行卡处副处长，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研究发展部资深经理，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副

总经理。现任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基础行业投资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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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进行汇报： 

一、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 

预计金额 

2022年实 

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从关联方采

购产品、商品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473.00 288.84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4,159.00 3,660.23 实际采购产品减少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8,584.00 14,712.59 实际采购产品减少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4,381.00 3,502.20  

小计 37,597.00 22,163.86  

从关联方接

受服务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274.00 264.34  

安徽丰和农业有限公司 263.00 190.31  

安徽雷鸣爆破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11,590.00 10,993.98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10,354.00 7,551.34  

小计 22,481.00 18,999.97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1,974.00 3,262.16 实际销售产品增加 

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 5,703.37 注 1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403.00 284.87  

小计 10,377.00 9,250.40  

在关联人财

务公司日最

高存款余额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0 
37,543.19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调整 

在关联人财

务公司日最

高贷款余额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0 
0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调整 

注1：公司董事自2022年4月起担任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7

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关联方对象并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7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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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关

联方并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二、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2023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3 年 

预计金额 

2022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从关联方采

购产品、商品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 
0 288.84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8,318.58 3,660.23 
煤炭市场供应紧张，

增加关联方采购量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14,712.5

9 
预计采购价格上涨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4,778.76 3,502.20  

小计 51,097.35 
22,163.8

6 
 

从关联方接

受服务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50.00 264.34 预计业务减少 

安徽丰和农业有限公司 270.00 190.31  

安徽雷鸣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257.52 
10,993.9

8 
预计开采量增加 

淮北矿业集团供应链科技有限公

司 
11,598.53 2,239.23 预计运输业务量增加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 
4,220.99 5,312.11  

小计 31,397.04 
18,999.9

7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 
2,797.34 3,262.16  

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10,619.47 5,703.37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451.33 284.87  

小计 13,868.14 9,250.40  

在关联人财

务公司日最

高存款余额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37,543.1

9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调

整 

在关联人财

务公司日最

高贷款余额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0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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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公司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淮北矿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方良才 
436,311.384

7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
中路 276号 

煤炭产品、洗选加工、焦炭、高岭土、
煤层气开发、电力、矿建、化工产品、
建材等生产与销售等。 

母公司 

2 
临涣焦化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
资企业投资) 

刘凯 
109,081.693

6 
安徽省濉溪县韩村
镇小湖孜 

焦炭、化工产品生产、销售和相关产品
的开发，销售煤炭、金属材料及制品、
铁矿石、化肥、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 

同受母公司控制 

3 
安徽雷鸣爆
破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徐钦明 10,000.00 
安徽省淮北市东山
路 

爆破作业施工等 同受母公司控制 

4 
淮北矿业集
团财务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殷召峰 163,300.00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
区人民中路 276号
淮北矿业办公中心
东座 12层 

金融服务等 同受母公司控制 

5 
淮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
控股） 

孙方 675,107.00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
区人民中路 276号 

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等 同受母公司控制 

6 
淮北矿业集
团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张明贵 2,000.00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
区青龙山产业园陶
博路 3号双创中心
二楼 202 

供应链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供应链管
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等 

同受母公司控制 

7 
中国成达工
程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刘一横 200,000.00 
成都市天府大道中
段 279号 

以化工工程设计为主的一家国际综合型
工程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8 
安徽丰和农
业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尹联程 1,817.1869 
安徽省淮北市幸福
路 11号 

农产品种植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养护管理；花卉、盆景、苗木、
草坪及草籽种植、销售；食品生产、加
工、分装、批发及零售等。 

受母公司重大影响 

9 

安徽省安庆
市曙光化工
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陈长斌  61,224.49 
安徽省安庆市腈北
路 47号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氰化钠、氰化钾、氢
气、合成气、甲醇、硫酸、硫酸铵、异
丁基油及后续加工和相关产品；电力、
热力（蒸汽）、工业用水、煤灰（渣）的
生产和销售。 

公司董事为该公司
董事 

10 
中盐东兴盐
化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
股) 

靳海 11,662.00 安徽省定远盐矿 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12个内存在公司
监事担任该公司高
管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00646439f096132ad6b17b6c9ed33caf&entry=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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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均依法存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日

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具备较强的

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购销产品、商品，接受劳务、金

融服务等。 

定价政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公平、合理的原

则进行，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是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日常的合法经济行为，关联交易定价方法主要参考行业惯例、

市价，依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具体合同由

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销售商品、采购商品、接受服务等日常关联

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

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

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

务等方面独立，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

使公司主营业务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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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并结合行业发展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拟终止尚未开始投资建设的“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并

将上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39,988 万元拟投资至“年产 6 万吨

三氯氢硅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35 号）核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8,599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080.06 万元，扣除各项不含税

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88.06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0,192.00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1]230Z0292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并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

用安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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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1 
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
造项目 

34,336.00 34,336.00 

2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
目 

25,868.00 25,868.00 

3 年产 3万吨 CPVC项目 39,988.00 39,988.0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40,000.00 

合  计 140,192.00 140,192.00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并结合公司长期发展和整体规划等因

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于 2022 年 4 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月 18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的议案》，同意对“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不改变该募投项目名称、实施主体及拟投资

总额，同时对“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进行调整，根

据市场实际，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拟调整为年产 10 万吨固碱，并

对剩余产能和烧碱深加工项目不再进行建设，并新增“29.99984MW 光

伏发电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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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前次变更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前次调整、变更前 
前次 

调整金额 

前次调整、变更后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300MW热电机组节能

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34,336.00 0.00 

2*300MW热电机组

节能提效综合改造

项目 

34,336.00 

年产 20万吨固碱及烧

碱深加工项目 
25,868.00 -13,166.00 

年产 20万吨固碱

及烧碱深加工项目 
12,702.00 

年产 3万吨 CPVC项目 39,988.00 0.00 
年产 3万吨 CPVC

项目 
39,988.00 

- - 13,166.00 
29.99984MW光伏发

电项目 
13,166.00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0.00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合计 140,192.00 0.00 合计 140,192.00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未经审计） 

1 2*300MW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34,336.00 8,103.67 

2 年产 20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 12,702.00 4,880.86 

3 年产 3万吨 CPVC项目 39,988.00 0.00 

4 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 13,166.00 10,525.69 

5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40,000.00 

合计 140,192.00 63,510.22 

（五）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行业发展变化，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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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公司拟终止尚未开始投资建设的“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将

上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39,988 万元投资至“年产 6 万吨三氯

氢硅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投资总额为 30,759 万元，

募集资金超过投资总额的暂时留存新项目，待后续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公司经营需要，再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使用。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300MW热电机组节能

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34,336.00 

2*300MW 热电机组节

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34,336.00 

年产 20万吨固碱及烧碱

深加工项目 
12,702.00 

年产 20万吨固碱及

烧碱深加工项目 
12,702.00 

年产 3万吨 CPVC项目 39,988.00 
年产 6万吨三氯氢硅

项目（注） 
39,988.00 

29.99984MW光伏发电项

目 
13,166.00 

29.99984MW 光伏发

电项目 
13,166.00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合计 140,192.00 合计 140,192.00 

注：募集资金 39,988 万元超过该项目投资总额 30,759 万元的差额部分暂时留存该项目，待

后续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公司经营需要，再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使用。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已在滁州市发展

改革委完成备案登记，项目编码为 2019-341125-26-03-034830。2020

年 3 月 18 日，取得滁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滁环〔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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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号），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9,988 万元，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开始投入建设。 

（二）变更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为解决副产品氯气问题，并为了延伸氯产业链，提高氯产品

附加值，提出了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由于该产品市场状况出现了

较大变化，一方面国内市场 CPVC 处于饱和状态，供大于求，而且，

国内 CPVC 材料使用厂商偏好进口，制约了国产 CPVC 材料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及南亚市场，但部分区域对产自中国的

CPVC做出反倾销终裁，国外市场销量受限。继续实施 CPVC 项目，将

会面临产品销路不确定，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新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 

2、实施主体：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炉桥镇 

4、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建有 2*150吨/天氯化氢合成炉、6*1

万吨/年三氯氢硅沸腾流化床合成炉、1500吨/年氢气变压吸附装置。 

（二）新项目投资计划 

1、资金投向及使用计划：新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30,759 万元，

建设周期为 22 个月。 

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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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投资估算 

设备购置费 15,938 

安装工程费 4,632 

建筑工程费 2,588 

其他费用 6,283 

铺底流动资金 1,318 

合计 30,759 

2、投资方式：使用募集资金自建 

（三）新项目可行性分析 

三氯氢硅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与公司规划相一致，可提

升氯气附加值，经济效益较好。 

三氯氢硅下游产品之一是多晶硅。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清洁能

源建设，促进了光伏行业快速发展，而且在较长时间仍将保持一定的

增长速度。光伏产品的重要材料是多晶硅，三氯氢硅是生产多晶硅不

可或缺的核心原料，未来多晶硅需求会不断增长，将拉动三氯氢硅需

求的增长。 

三氯氢硅也是生产硅烷偶联剂的主要材料。硅烷偶联剂是一种绿

色环保材料，它可使两种性能差异很大的材料界面偶联起来，以提高

复合材料的性能和粘结强度，从而获得性能优异、可靠的新型复合材

料。它具有品种多、结构复杂、用途广泛的特点，主要应用于表面处

理剂、无机填充塑料、增粘剂、密封剂、特种橡胶粘合促进剂等产品

的生产，细分产品种类多，包含许多中间体和产品，是有机硅行业发

展较快的一个分支。 

三氯氢硅主要原料是硅粉、氢气、氯。华东和华中地区主要硅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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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有济南银丰、浙江开化元通、山东鹏程、新泰恒利赢、武汉

华博创景等，总产能 38万吨，货源充足。公司拥有氯气、氢气资源，

原料供应有保障。另外，华塑股份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项目建设和

运营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可充分利用现有人员实施本项目。 

（四）新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液氯是氯化钠电解单元产物之一，以

副产品形式销售，园区内供大于求，补贴销售是常态，影响公司效益；

液氯滞销会制约烧碱装置产能，影响烧碱装置效益发挥。实施三氯氢

硅项目可以避免以上两个问题，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二是使氯气更

大地发挥资源价值，氯是一种资源，建设耗氯产品项目是发挥氯资源

价值的重要手段，主要耗氯项目有氯化有机物和氯化无机物两个大类，

基于技术、原料来源、耗氯量、市场需求等因素，经过 CPVC 和三氯

氢硅比较，三氯氢硅市场更好、前景更优，所以拟实施年产 6 万吨三

氯氢硅项目。 

（五）新项目审批情况 

2023年 1 月 5 日，“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已在定远县发展

改革委完成备案登记，统一项目代码为 2301-341125-04-01-290275。

项目目前正在履行能评、安评及环评等相关审批手续。 

（六）新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将使公司的年均销售收入增加约 65,841 万元（不

含税），年均税后利润增加约 14,647 万元。从财务分析来看，本项目

的财务评价各项指标较好，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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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后为 54.12%，所得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2.95 年，经济效益

良好。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新项目的市场前景 

截止到 2021 年，三氯氢硅企业有 13 家，产能 56.6 万吨。三氯

氢硅是多晶硅、硅烷偶联剂的主要原料。截至 2022 年底，国内已公

告规划的新增多晶硅产能超过 300万吨，未来三年硅烷偶联剂对三氯

氢硅的需求量将增加到 25 万吨/年以上。随着国内多家大型多晶硅厂

家新增产能的投放，三氯氢硅的需求量将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二）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本次项目投资已完成备案登记，尚需取得环评、安

评及能评等前置审批手续，项目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此外，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

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 

2.市场风险。市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存在产品价格波动，销售

收入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 

3.技术风险。公司虽然对项目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可靠性和实用

性进行了必要的论证分析，选定了认为合适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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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后达不到生产能力、质量不过关或者消耗指

标偏高等，这些均有可能使投资项目遭受风险损失。 

4.安全风险。由于操作不当、设备维护不到位等原因，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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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等安全事故。 

本项目将充分依托厂区已有的公用设施和环境治理、消防、安全

等成熟的管理体系，具有较好的项目建设、实施及发展基础，提高项

目的盈利、抗风险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公司将在建设周期内实施动态费用控制和管理程序，后期工程设计中

进一步优化设计、设备材料合理选型，统筹合理安排资金，对重大施

工方案进行多方案经济论证。 

请审议。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