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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17-051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一、有关媒体报道情况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关注到某媒

体发表了《三聚环保百亿合同之谜》、《三聚环保探疑》等相关报道，质疑公司

涉及关联交易，偏低的销售、管理费用率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以及重大合同背后

的客户实力存疑等。 

二、澄清说明 

关注到上述媒体文章报道后，公司就报道中涉及公司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

查，现将相关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是否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1、经核实，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媒体报道中涉及的下游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经核实，媒体报道中提及的“刘卫东”并非同一人。公司聘任的员工刘

卫东，男，48岁，1993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化学化工系，毕业后分配至中石化沧

州炼油厂工作。于2003年加入公司，历任销售经理、技术主管、质检主管等职务，

现负责公司脱硫剂的生产管理。从未在其他任何企业或者基金兼职，和媒体报道

中提及的“刘卫东”是同名同姓。 

3、媒体报道中提及的公司董事、前副总经理王庆明，以及杜明来、柴文奎、

宋小林、于学政等四名员工。经公司核实，王庆明曾经作为公司主管东北区域业

务的负责人，负责协调公司与下游客户的相关业务，但并未在下游企业任职。杜

明来原为黑龙江华本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于2014年4月14日作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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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行业专家引进公司并办理了正式的入职手续，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于学政

（化肥生产专家）、柴文奎（焦化生产专家）、宋小林（财务管理人员）虽然在

下游客户有任职，是作为公司项目监管的负责人派驻到项目所在地，主要是负责

协调与当地企业关系以及为公司把控监管风险，并不参与下游客户的经营决策，

不存在实质性的管理关系，上述人员与公司下游客户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4、媒体报道中提及“公司控股股东海淀科技及其股东北京海淀国资公司旗

下的润沣资本人员多次出现在三聚环保的相关经营活动中，或为三聚环保客户提

供融资服务。”。公司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核实，润沣资本参与管理的基金作为公

司部分下游客户的债权人，其高管出席某些下游客户组织的一些公开活动，主要

是受到下游客户的邀请，与公司无关。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淀科技”）提供的信息，润沣资本并非海淀科技的下属控股

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润沣资本参与管理的基金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同时，

公司及公司的董、监、高与润沣资本参与管理的基金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

公司无须公告中对下游客户与润沣资本参与管理基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

披露，亦不存在对相关情况披露不完善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及利息收入等问题的说明 

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并非同比增长。销售费用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公司业务模式发生了变化。公司上市之前及上市初期，主要从事催化剂、净化

剂等能源净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公司逐步转型为能源净化综合服

务商，为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等能源化工行业及油气田开采业提供成

套的净化工艺、装备及成套服务。 

早期的业务模式单一订单金额相对较小，且订单的数量比较分散，致使销

售费用率相对比较高。现在承接的大额订单，对应单位收入销售费用变动趋势持

续下降。 

此外，管理费用的增长比例与营业收入增长比例之间更加不具备直接相关

的关系，公司通过持续加强对费用的精细化管理，以预算控制、严格审批等手段，

确保经营业绩不被无节制的费用增长所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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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息收入方面，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行业现状、战略发展方向等，

选择了现行的资金管理方式，目前利息收入全部为活期利息收入。 

（三）关于公司下游客户履约能力的说明 

公司在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和山西等地的资源、消费市场、产

业基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优选了具有代表性的焦化企业，充分利用传统焦

化企业的生产运营基础、煤炭原料供应以及当地市场需求等优势，因地制宜完善

和延伸产业链，实现焦炭、煤焦油、焦炉煤气的高值化综合利用，集成应用公司

专有的现代煤化工技术进行转型改造，从源头上解决传统焦化企业的安全环保问

题；并与生物质综合利用相结合，打造绿色能源和绿色农业新产业，大幅度提高

传统焦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工业、就业、土壤改良以及绿色农业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条件，推动现代煤化工、石油化工、生物质绿色能源的融合发展。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为孝义市鹏飞实业有限公司、古县利达焦化有限公司、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宝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美方煤焦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方煤焦化”）、七台河市隆鹏煤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隆鹏公司”）、七台河勃盛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勃盛公司”）、黑

龙江华本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了焦化产业升级服务，大幅度提升了

上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公司下述自主开发和合作开发的核心技术得以快速示范

应用： 

1、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开发了国际先进的

钌基催化剂低压合成氨成套技术，该技术使合成氨和尿素生产的能耗大幅度降

低，设备的造价投入大幅减少，合成压力从传统的 20-30MPa降低到 10MPa以下，

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科研项目。目前，已在通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通化化工”）等企业得到快速推广应用。 

2、公司与北京华石联合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MCT 超级悬浮床

成套工艺技术，建成了 15.8 万吨工业示范装置，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实现

了长周期稳定运行的工业装置，用于高中低温煤焦油的全硫分加工，大幅提升了

重质油品的加工生产效益。MCT 超级悬浮床技术结合焦化廉价氢气资源，使重油

加工的效益大幅提升。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 

3、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发了钴基 F-T 催化剂以及

F-T合成生产高档化学品的成套技术，钴基 F-T催化剂实现了规模化的工业生产，

其成套技术的应用使焦炉煤气实现可生产高附加值化工系列产品，并正在黑龙江

七台河、内蒙古乌海、山西孝义等地建设工业示范装置。 

4、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开发了秸秆生物质碳化还田-炭基复合肥土壤

改良新技术和产品，该技术的推广可使传统化肥实现大幅增值，并已在全国近百

个县、市、地区数百个示范田的对比应用中得到证实，该炭基复合肥的使用实现

了农作物增产、无机肥减量、土壤改良，被农业部列为秸秆综合利用十大推广应

用模式之一。 

5、公司与日本等国际上顶尖技术和工程公司合作，率先在国内开发并应用

焦化烟气脱硫脱硝预热回收一体化项目，在河南、内蒙、河北、山西等地的焦化

行业大规模推广。 

6、公司与科利特环能科技（大连）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污水气化熄焦联产

高品质化工用途合成气的新技术，该技术的应用有望彻底消灭焦化行业难以处理

的污水，并在熄焦过程当中有效地回收了 80%的能量，该技术已在七台河建立大

型工业示范装置，并将于 2017 年底投入运行。 

7、公司开发了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回收治理装置，开发了新型焦炉气

净化、甲烷化制 LNG成套产业化技术；同时，实现了 LNG生产尾气合成氨联产，

建立了示范装置，成为行业内已运行技术经济指标领先的装置。公司开发了焦炭、

焦粉、焦渣气化关键工艺和设备，形成了系列气化焦制备、气化和净化成套技术，

建立气化焦制甲醇、LNG联产示范装置。公司开发了焦炉气净化、转化新工艺和

催化剂，形成了焦炉气制甲醇联产 LNG成套产业化技术等。 

以美方煤焦化为例，美方煤焦化在升级改造前是以“洗煤+炼焦”为主的传

统焦化企业，拥有产能 120万/年焦炭的生产线。截至 2013年底，美方煤焦化的

总资产为 107,094.27 万元，实现净利润-7,343.25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14.2万元。由于生产的焦炭质量较差，致使产销率较低，2012 年全年只生产了

26 万吨焦炭，生产负荷不足 25%。2013 年以来，美方煤焦化依托公司自成体系

的煤化工、石油化工企业创新发展路径和技术优势，以焦化为核心，转变发展思

路，将传统的冶金焦生产转变为低阶煤提质和煤的分质利用，转变焦炉以生产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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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焦为主的传统理念，拓展焦炭出路，生产气化焦，使之更多的服务于煤化工和

石油化工，提高化产品产能和深加工做化工产业延伸。经过升级改造后，美方煤

焦化拥有了年产 240万吨焦炭的生产能力，美方煤焦化在 2016年度实现产量 180

万吨，生产负荷达到了 75%。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美方煤焦化的总资产为

227,525.69万元，实现经营利润 6,051.82万元，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12,397.44

万元。在乌海地区大部分焦化企业要么关停，要么限产（生产负荷不足 50%）的

情况下，美方煤焦化自 2016 年以来一直保持高负荷生产，煤焦化产销率达到

100%。该项目已入选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编制的十三五规

划的示范项目。 

对媒体中提到“公司主要问题是公司重大合同背后的客户如隆鹏公司、勃盛

公司、通化化工实力存疑，后续付款能力可能有问题”，下面就上述企业的实际

情况和市场环境给予具体说明。 

黑龙江和吉林两省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同时还有丰富的生物质、石油及煤

炭资源。该区域传统煤化工企业，应紧紧围绕大农业的需求以及已有石油化工产

业的需求，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实现转型升级。 

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耕地面积约三亿亩，肥料需求量约为 1,500 万吨，传统复

合肥和尿素占约 80%。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开发的秸秆碳化还田-土壤改良

技术于 2017年 4月 28日被列为农业部发布的秸秆综合利用十大推广应用的模式

之一；同时，2017 年 4 月 1 日生物炭基肥料国家标准也已正式发布实施，生物

炭基复合肥、炭基尿素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市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公司未雨

绸缪，瞄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土壤改良和有机缓释肥料的重大需求，依托隆鹏

公司、勃盛公司和通化化工在东北地区打造总产能超过 200万吨的炭基尿素及炭

基复合肥的生产基地。 

黑龙江省还是我国重要的炼油及石油化工基地，对廉价氢源及差异化的高档

煤基合成油以及相关产品的需求潜力巨大。焦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为石油炼制、

石油化工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加工成本提供可靠支撑。 

1、七台河市隆鹏煤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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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鹏公司是传统的焦化企业，原有 90万吨/年洗煤装置、40/98万吨/年焦

炉及其配套化产装置各 1套、3.6万 KW自备电厂 1 座。在综合升级改造前，隆

鹏公司的产品只有焦炉煤气、焦油、粗苯和冶金焦，严重依赖钢铁行业。 

 

 

 

图 1：隆鹏公司升级改造前的技术路线图 

公司为隆鹏公司的焦化产业升级提供了整体的解决方案，实施完成后，该

焦化企业将成为中国首个实现百分之百整体转型彻底脱离对钢铁行业依赖的示

范项目。 

公司向隆鹏公司提供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及科研成果，包括新型焦炉气净化

成套技术、甲醇合成联产 LNG 成套技术、低阶煤分质利用生产化工焦整体技术、

钴基费托合成成套技术、钌系催化剂低压氨合成成套工艺技术、污水气化熄焦

成套工艺技术、炭基复合肥生产工艺技术等关键技术并系统集成。 

截至目前，隆鹏公司已经完成 12万吨甲醇和 8.2万吨 LNG 装置的建设并投

入运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上述装置已经以金融租赁的方式实现融资，

公司的应收账款已按期回收。正在建设的 20万吨 F-T合成装置完成工程进度的

80%，1830合成氨尿素联产炭基复合肥装置完成工程进度 70%，污水气化熄焦装

置进入建设后期，并将于 2017 年底投入运营。预计该项目将于 2018 年底全部

建成投产。后续煤、油、生物质共转化生产绿色清洁燃料项目正在论证之中。  

隆鹏公司采用公司转型升级综合服务后的产品为化工焦、甲醇、LNG产品、

白油、液蜡、硬蜡、合成氨、尿素、炭基复合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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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隆鹏公司升级改造后的技术路线图 

新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参照目前的市场价格，隆鹏公司预计年销售收入

将从目前的 14亿元跃升至 30-40亿元，实现毛利 10-15亿元，隆鹏公司整体的

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的提升。 

隆鹏公司整体转型升级之后的产业布局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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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台河勃盛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勃盛公司也属传统煤焦化企业，通过综合升级改造，将陆续建设 1830合成

氨尿素、热电联产、LNG、生物质炭基复合肥等装置，最终也将实现全面整体转

型升级。上述项目预计将在 2018 年二季度全面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可生产化

工焦、焦油、粗苯、LNG、合成氨、炭基尿素、炭基复合肥等产品。 

上述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勃盛公司预计年销售收入将达到超过 15亿元，

实现毛利近 4亿元，企业盈利性较好。 

3、通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化工（原二密化工）是一个传统的化肥企业，属于东北老工业产业搬

迁改造项目，在吉林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得到了保留；而吉林省作为中国第二大粮

仓境内只有两家化肥企业，通化化工是其中之一。通过政府的支持，采用公司的

整体解决方案，借助公司钌基催化剂改造体系做新型合成氨及化肥升级，目前，

正在进行原料路线与动力结构调整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以周边已获得的廉价资

源气化焦和冶金焦粉焦粒成型原料替代远距离运输价格较高的无烟块煤调整原

料路线，以低压氨合成工艺和催化剂为核心的先进技术示范应用改造生产装置和

生产工艺，对通化化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该项目有多项技术创新，一是以低成本的化工焦替代了远途运输高成本的

无烟煤，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真正实现了清洁化生产的目的；二是采用等温变

换技术，热能回收达到 96.5%以上；三是采用先进变压吸附分离技术，高效分离

回收 CO2；四是采用醇烷化气体净化技术，节能效果显著；五是合成氨生产采用

低压合成工艺专利技术，使用铁基串钌基合成氨催化剂，大幅度降低合成氨生产

压力，降低压缩机电耗，是国内合成氨催化剂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六是尿素生产

采用改进型 CO2汽提法生产技术，综合能耗低。该项目得到国家开发银行近亿元

的资金支持。 

公司为通化化工制定了绿色发展战略，逐步建立年产 18 万吨合成氨和 30

万吨尿素装置、炭基复合肥装置及热电联产动力供热一体化装置，广泛服务于周

边现代农业，建立农化服务示范区，将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较好的改良土壤

环境，实现单位能源 CO2排放较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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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单机调试及设备中交，正处于联动试车阶段，一号锅炉已经

投料试运，空分开始试运。预计合成氨装置在 2017年 6月中旬将进行催化剂升

温还原后的热态试车。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 8亿元，年均利润总额约 2

亿元。 

通化化工设立了两个全资子公司，正在建设 5万吨和 10 万吨的秸秆生物质

碳化-炭基复合肥装置，计划 2017年四季度中交，后续还将建设 40万吨的炭基

尿素生产装置，生产有机缓释的炭基尿素等新产品。预期将增加利润 4 亿元，进

一步加强企业的盈利能力。 

公司将一直秉承“天蓝、水清、人善、地沃”的理念，全力推进煤化工在

重点区域的转型升级，力争实现煤、油、生物质的融合发展。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