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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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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概况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解决煤焦油深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中性酚纳盐废水处理问题，提升公司酚钠盐污水综合治理水平，同时

扩展粗酚提纯和酚精制等业务，向精细化工下游产业链延伸。2018年 04月，经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由全资子公司济宁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济宁黑猫”）出资与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时

联”）、山东荣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荣辉”）三方共同合资成立山

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时联”）。其中济宁黑猫出资 450

万元，占山东时联（注册资本 3,000万元）的股权比例为 15%。 

2020 年 06月，山东时联根据项目建设及未来发展需要，拟通过增资扩股募

集资金将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增资至 6,800 万元。济宁黑猫将使用自有资金出

资 1,930 万元参与本次增资，增资完成后济宁黑猫占山东时联的股权比例将达到

35%。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时联的控股股东）已有非常紧

密的产业链合作基础，已共同设立了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且山东时

联董事会中有公司委派的董事，公司从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方面考虑，在年初制

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时，已将山东时联认定为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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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年 06月 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且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介绍  

1、企业名称：济宁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济宁市金乡县济宁化学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魏明 

4、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13年 01月 24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061971986M 

7、经营范围：炭黑生产、销售；蒸汽销售；余热发电、销售；炭黑油副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粗苯、萘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危险化学

品登记证为准）。 

8、股权结构：济宁黑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述 

1、公司名称：山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济宁市金乡县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钱伟 

4、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5、成立时间：2018年 06月 05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MA3LY28P8E  

7、经营范围：酚系列产品及副产硫酸钠盐、燃料油（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

的生产和销售。  

8、截止本公告日，山东时联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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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 1,950 65.00% 

山东荣辉化工有限公司 600 20.00% 

济宁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450 15.00% 

合  计 3,000 100.00% 

本次增资完成后山东时联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 3,740 55.00% 

济宁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2,380 35.00% 

山东荣辉化工有限公司 680 10.00% 

合  计 6,800 100.00%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03 月 30日 

总资产 51,945,274.86 52,149,041.12 

总负债 24,066,736.36 24,940,923.10 

净资产 27,878,538.5 0 27,208,118.02 

项    目 2019年度 2020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成本 0.00 0.00 

营业利润 -2,284,198.49 -670,420.48 

净利润 -1,684,553.49 -670,420.48 

山东时联尚处于项目建设期，还未开展经营业务因此未有营业收入。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简介 

山东时联由控股股东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徽时联特

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专有技术，主要从事高纯特种溶剂及精细化

工产品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其具备完全处理高浓度含酚、含盐污水能力，处理

完成后的污水能够实现达标排放；以粗酚为原料进行全分离并纯化，主要投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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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产高品质的混酚、间甲酚等多种酚系衍生物及抗氧剂系列产品。 

山东时联的建设项目为“12万吨/年中性酚钠盐深度加工处理资源综合利用

及 5万吨/年粗（混）酚分离精制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取得如：

《建设项目备案证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环评报告

影响书的批复》、《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等建设及生产类资质文件。 

项目一期建设规模为 12万吨/年中性酚盐及高浓度含酚含盐废水深度加工

处理项目以及配套工程，生产混合酚（1.92 万吨/年）和混合甲酚（0.53万吨/

年），同时副产高温酚油（0.56万吨/年）和硫酸钠（2.60万吨/年）；二期建

设规模 5万吨/年副产粗酚分离精制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以及配套工程，生产高纯

度的单体酚成品，主要产品有：苯酚（1.87万吨/年）、邻甲酚（0.64 万吨/年）、

间甲酚（1.09万吨/年）、对甲酚（0.54万吨/年）、2,4-二甲酚（1808 吨/年）、

2,5-二甲酚（800吨/年）、2,6-二甲酚（248 吨/年）、3,4-二甲酚（427 吨/年）、

3,5-二甲酚（2832吨/年），乙基酚（521吨/年）以及精制混合酚（187 吨/年）、

高温酚油（2074吨/年）。 

山东时联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基础建设、设备选型及定购等工作，待本次增

资款到位后即可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筹备生产，预计年内可实现投产。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山东时联本次增资总金额为 3800 万元，均为原股东认购。其中，安徽时联

出资 1790 万元、济宁黑猫出资 1930 万元、山东荣辉出资 80 万元。本次增资完

成后，济宁黑猫的持股比例将由 15%上升至 35%。 

济宁黑猫作为山东时联的股东，与各股东按照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共同以

货币出资的方式对山东时联进行增资，符合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东一：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二：济宁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三：山东荣辉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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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资 

协议各方同意以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增资： 

山东时联黑猫公司本次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万元增加至 6,800 万元，新增

注册资本 3,800万元，由股东一认缴 1,790 万元；股东二认缴 1,930 万元；股东

三认缴 80万元。合计 3,800万元，增资以后的三方股东的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认缴资本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 3,740 55.00% 货币 

2 济宁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2,380 35.00% 货币 

3 山东荣辉化工有限公司  680 10.00% 货币 

合计 - 6,800 100%  

本次增资价格为 1元／注册资本。 

2、增资的基本程序 

为保证增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以及本次增资顺利进行，本

次增资须履行如下程序： 

2.1 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会； 

2.2 本次增资事项分别通过三方股东投资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董事会

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2.3 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2.4 新增股东出资； 

2.5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三方股东的声明和保证 

3.1 三方股东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存续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具备成为公司股东的资格，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 

3.2 三方股东已充分了解山东时联黑猫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等相关

情况，自愿签署本协议。 

3.3 三方股东保证用于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3.4 三方股东保证其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成为公司股东的情形。 

4、公司工商登记的变更 

山东时联收到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工

商变更登记。协议各方应全力配合公司办理变更登记。 

5、有关费用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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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本次增资事宜中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由增资后的公司承担（当该项

费用应由各方共同或公司缴纳时）。 

5.2 如因一方违约导致本次增资无法完成，则由违约方承担本次增资事宜已

发生的全部费用。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 

山东时联规划的主营产品混酚、间甲酚等酚精制产品，近年来具备较好的行

业景气度。为保障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出效益，迫切需要解决资金缺口，但目前尚

未有营业收入，导致融资渠道匮乏，亟需通过增资扩股筹集项目资金。 

公司本次通过济宁黑猫对山东时联进行增资，主要系公司较为看好山东时联

的未来发展，符合公司向精细化工下游产业链延伸、丰富产品结构的发展需要。 

2、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山东时联进行增资，主要系对精细化工领域的酚精制产业布局，

同时山东时联也能够解决济宁黑猫煤焦油深加工产生的酚纳盐废水处理等问题，

保障了企业的可持续生产发展。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一定程度上消化济宁黑猫蒸

汽、精制副产品等，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本次增加对山东时联的投资额，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山东时联的股权比例，

未来若山东时联制定的项目规划和发展战略均能顺利实施，将能够为公司带来积

极的投资回报。同时，该项目也有助于公司强化精细化工产业链、拓宽产业布局、

丰富企业盈利点、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未与山东时联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为了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有客观、公正的了解，独立董事符念平、陈天助、

方彬福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就事先审阅了公司《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可该项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  

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8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充实山东时联的资本金，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山东时

联的项目建设和未来发展，本次增资由山东时联原股东共同增资，遵循了公平、

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同

意本次增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