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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1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 2019－007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并追认超额部分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并追认超

额部分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19-005），现就公告中

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中超预计部分和交易关联方及主要财务数

据补充如下：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中超预计部分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 

预计金额 

2018 年 

实际发生 

金额 

超出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 

差别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产品、商

品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30000 37857.10 7857.10 焦炭价格上涨因素影响 

小计 30700 37857.10 7857.10  

向关联

人接受

劳务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1357.59 1357.59 

负责太原华盛丰贵金属有限公司

厂区工程建设项目，截止 2018 年

底，实际发生 1357.59 万元。 

小计  1357.59 1357.59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材料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360 366.30 6.30 业务量增加 

小计 360 366.3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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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220.99  

向关联

人销售

燃料、动

力 

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6.86 56.86 新增售电业务 

太化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04 6.04 新增售电业务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铁

路分公司 
 30.33 30.33 新增售电业务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

元分公司 
 5.05 5.05 新增售电业务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硫

酸厂 
 16.55 16.55 新增售电业务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1.44 101.44 新增售电业务 

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0.85 0.85 新增售电业务 

小计  217.12 217.12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00 3832.85 832.85 工程预算增加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550 4223.68 3673.68 增加部分配套项目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土地资源管

理分公司 
100 177.43 77.43 工程量增加 

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9.77 289.77 新增业务 

小计 3650 8523.73 4873.73  

合计   5090.8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术东 

注册资金：7730 万元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城工业区 

经营范围：生产液氨、甲醇、环已胺、二环已胺、工业硝酸、硝酸铵、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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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铵、乙醛酸、生物肥料、复合肥料，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化学工程研究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59634.2 万元、净资产-25040.4 万元、收入

925.2万元、净利润 -5470.9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二）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峰 

注册资金：2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示范区南中环街 426号 2 幢 B座 6层 

经营范围：进出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

和禁止经营的进出口业务除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处理）；批发、零售：化肥、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农副产品、化

工原辅材料、矿产品、煤炭、建材、钢材、有色金属、通用机械及其配件、电器、

仪器仪表、装修材料；物流信息服务。批发（无储存）：氯乙酸、三氯化磷、（二）

甲醚、1,3 丁二烯、氨、丙烷、丙烯、乙烯、2-甲基-1-丙醇、苯、二甲苯异构体

混合物、环己酮、甲醇、四氢呋喃、乙醇、乙酸甲酯、异丁醛、正丁醇、正丁醛、

苯胺、次氯酸钙、过氧化氢溶液、硝酸钠、亚硝酸钠、环己胺、甲醛溶液、氢氧

化钠、硝酸、乙酸、硫磺、萘、碳化钙。（有效期至 2021年 1月 8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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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22932.62 万元、净资产 24448.51 万元、收

入 3579326.64万元、净利润 849.7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是阳泉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任俊卿 

注册资金：8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黄岩村 

经营范围：烧碱、聚氯乙烯、氯化聚乙烯、次氯酸钠、硫酸、盐酸、液氯、

二氯乙烷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65742.9 万元、净资产 79983.28 万元、无

收入、无利润（基建期）。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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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玉平 

注册资金：2亿元 

公司地址：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焦化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品除外）；焦炭及相关化工产

品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煤炭购销。焦油、粗苯、硫磺、煤气的生产（有效

期至 2021 年 08月 01 日）。仓储和装卸煤炭、焦炭；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焦炭

及相关化工产品的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91595.70万元、净资产-68267.60万元、收

入 153889.50万元、净利润 3016.3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

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五）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金：407247.066300 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清泉南路 1号 

经营范围：氨、氨溶液、硝酸、氧、氮、氩、硫酸、发烟硫酸、双氧水、环

己酮、环己烷、环己烯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道路货物运输；部分场地

租赁，劳务信息咨询服务；安全阀校验（Fd1、Fd2）。（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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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882373.3 万元、净资产 400851.7 万元、无

收入、无利润（基建期）。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六）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梁昌春 

注册资金：5亿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南街 16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10810.5 万元、净资产 101850.28 万元、收

入 140481.55万元、净利润 10582.2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七）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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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廉尼尔 

注册资金：3亿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临沂县丰喜工业园区（东）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DSD 酸、二硝基酸、邻磺酸、2—萘酚及副产品、介

酸、己二酸；生产、销售：环己酮、硝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至 2021

年 2 月 12 日）；销售：煤炭、焦炭、化肥、建材、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器仪表、

五金机电、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除外）、橡胶制品、水暖器材、劳

保用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除外）、办公设备；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93554.40万元、净资产-36220.60万元、收

入 66162.30万元、净利润-2511.3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八）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董渠清 

注册资金：50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清徐县经济开发区清泉南路 1号 

经营范围：涂料及油墨用精细化学品的生产、销售；化工项目技术开发服务；

化学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化工危险品)、化肥、煤炭、汽车用化学品(不含化学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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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067.40 万元、净资产 232.04 万元、收入

371.68万元、净利润-133.3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科源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技术中心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九）太化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化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宝彦 

注册资金：15000 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祠路三段 40号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务会展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具有纪

念性建筑物保护服务；广告的代理、设计制作；文化产业的技术研发与服务。（依

法需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32668.72 万元、净资产 29256.15 万元、收

入 31.23万元、净利润-723.9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化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

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十）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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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杰 

注册资金：6000 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南中环街 529号 C座 710C 室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生产：智能化立体车库、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钢结构组

装房、立体仓库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制造、改造仅限设立分公司

时使用）（取得质监部门核发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后，方可经营）；建设工程：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预拌混凝土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环保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模板脚手架

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

企业资质后，方可经营）；机械式停车设备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销售；停

车场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076.06 万元、净资产 999.25、无收入、无

利润（基建期）。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太化中科利亨车库制造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一）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玉平 

注册资金：5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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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工业园区内 

经营范围：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品除外）、钢材、

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8114.4 万元、净资产 5300 万元、无收入、

无利润（基建期）。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化集团洪洞华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二）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焦仲德 

注册资金：6000 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路 17 号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公路路基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制作、

安装、销售建筑门窗，生产、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作、销售钢模板、钢架板、

直螺纹套筒，Ｕ型卡，加工、销售塑料板、管及型材、建筑设备、周转材料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场地、设备租赁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247150.41 万元、净资产 19982.25 万元、收

入 84175.91万元、净利润-3861.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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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是阳泉市阳煤地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三）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陆林 

注册资金：1000 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西峪东街 15号 

经营范围:汽车美容服务、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服务、园林绿化服务、酒店管

理服务、广告策划服务、洗染服务、房地产开发立项和招标管理咨询服务、房地

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

（不含木材）、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电子产品及仪器仪表的销售；（限

分支机构经营：超市零售服务、洗浴服务、保健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停车场服

务）（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许可项

目凭许可证经营）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2935.21 万元、净资产-19742.37 万元、收

入 2050.74万元、净利润-438.4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四）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东兴 

注册资金：1000 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新晋祠路 300号绿地世纪城塞纳公馆一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房屋；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398208.32 万元、净资产 296229.28 万元、

无收入（预售开发期）、净利润-3013.8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绿地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参股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五）山西宜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宜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会刚 

注册资金：1433.92 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晋祠路三段９５号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复合袋、集装袋、复合蓬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537.79 万元、净资产-115.74 万元、无收

入、净利润-62.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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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宜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

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十六）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小丰 

注册资金：109900 万元 

公司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化工产业聚集区阳煤工业路 1号 

经营范围：碳酸二甲酯、草酸二甲酯、硝酸钠、硫磺、液氩、液氧、液氮、

甲醇（浓度≥70.27%）（以上项目的有效期至 2020年 10月 15日）；生产乙二醇，

销售本公司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372850.11 万元、净资产 120130.58 万元、

收入 107842.44万元、净利润 4107.0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是山西阳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七）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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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100526 万元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 20 号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化肥、焦炭、电石、橡

胶制品、试剂、溶剂、油漆、涂料、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贵金属加工；

电子产品及仪表制造、销售；建筑、安装、装潢；设备维修制造；铁路、汽车运输；

化工工程设计；供水；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材、磁材；服装加工；信息咨询。物

业管理。污水处理，商品、技术进出口贸易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只限分支机构)(国

家专项审批的除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煤炭及制品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3287252 万元、净资产 310935 万元、收入

496325万元、净利润-2959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十八）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石玉川 

注册资金：4000 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义井东街 54号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石油、化工设备管道、民用建筑及线路管道、防腐保

温工程；建设工程：钢结构工程、室内外装潢、环保工程；智能化安装工程、拆

除工程；非标设备制作；货物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住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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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饰装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钢材、矿粉、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

仪器仪表、矿山机械配件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无仓储)批发（限经营许可证许可

范围经营，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仪器仪表成套设备、机电成套设备的

安装及销售；检修保运工程；电力设施：机电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24719.99 万元、净资产 4124.96 万元、收入

11221.86万元、净利润 66.4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九）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鸿鹄 

注册资金：984.7 万元 

公司地址：太原高新区开拓巷 12号 10幢 6层 

经营范围：铂、铑、钯系列催化网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钯镍合金吸

附网以及有关的催化网的回收利用、生产、加工；化工、金属产品(国家专营的除

外)、白银、化肥、煤炭的销售；室内装潢；汽车配件、生铁、钢材、建材、稀土

高磁性材料的销售、技术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

准前不得经营，获得审批的以审批有效期限为准）。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6192.13 万元、净资产 3678.67 万元、收入

24274.78万元、净利润-936.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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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二十）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分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分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韩丽君 

公司地址：太原市河西义井东街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经营（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化肥、焦炭、电石、

橡胶制品、试剂、溶剂、油漆、涂料、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贵金属

加工；电子产品及仪表制造； 销售；建筑、安装 、装潢；设备维修制造；化工

工程设计； 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材、磁材；信息咨询。物业服务 。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贸易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煤炭及制品

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8838.67 万元、净资产-9382.08 万元、收入

24986.66万元、净利润-507.8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分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十一）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元分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元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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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刘勇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祠路三段 95号. 

经营范围：为公司承揽业务。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8705.68 万元、净资产-90043.69 万元、无

收入、净利润-5465.2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元分公司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二十二）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硫酸厂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硫酸厂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巩方磊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源区化工路 45号 

经营范围：甲苯、硫酸、盐酸、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一甲胺、易燃液体：

苯、环己酮、甲醇、氯苯、煤焦油、洗油、有毒品：苯胺、氯乙酸乙酯、杂酚、

腐蚀品：次氯酸钠溶液、粗蒽、甲醛溶液、氢氧化钠、硝酸、易燃固体、自燃和

遇湿易燃物品：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5958.76 万元、净资产-15955.26 万元、收

入 7.38万元、净利润-107.2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硫酸厂是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18 

联关系情形。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