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409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21-002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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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八届四次董事会的会议通

知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

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生先生主

持，应出席董事 15 人，亲自出席董事 15 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五、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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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喜专审字[2021]

第 00582 号）。 

六、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经审计，2020 年度公司本体（母公司口径）实现净利润 393,431,449.43 元，

扣除已为股东分配利润 342,682,008.37 元，本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9,343,144.9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698,454,833.65 元，期末可供上市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1,709,861,129.77 元。。 

为保障公司广大股东利益，结合公司 2021 年度经营规划及资金需求，2020

年度公司拟实施如下利润分配预案：以总股本 2,064,349,448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4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5,765,614.76

元，占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70.5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一年度。2020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1-0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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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各项资产处置损失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20 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2,916.07 万元，减少当期利润；投资性房

地产损失-687.37 万元，增加当期利润；存货损失 2504.11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确认坏账损失 1086.11 万元，由于已做账务处理，相应核减已提取的坏账准备，

对公司本期损益无影响。 

十、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

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考核情况的议

案》，关联董事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董维成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

生、李瑞新先生、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郑柏山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

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结果及按考

核结果兑现的薪酬。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考核情况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20 年度高管奖励基金的议案》，关联董事

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董维成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生、李瑞新先生、

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郑柏山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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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弃权票 0 票。 

2020 年度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提取前达到 6.56%。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确定奖励基金的计提比例为 6%，计提

基数为提取前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50,845,931.83 元，提取金额为 

4,505.00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考核结果制定并具体实

施奖励方案。 

十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计划》。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 2021 年度计划安排前期、基建、技改、研发、安环等项目 445 项，其

中结转项目 122 项，新建项目 323 项，项目总投资 330,079 万元。2021 年度计划

投资 73,661 万元，其中结转项目投资 28,007 万元，新建项目投资 45,654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筹融资计划》。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对外投资的

资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间接融资 11.37 亿元，办理续贷

银行贷款 19.36 亿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票

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1 年以自有资金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续贷及新增不

超过 19,500 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含三年），委托贷款利率参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委托贷款相关手续，包

括但不限于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确定向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额度、利率以及

选择委托贷款银行、签订有关协议等。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5 号）。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在已有的为子公司担保额度基础上，为子公司提

供新增担保 339,379.69 万元，2021 年度整体担保限额 531,100.00 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06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在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90,000 万元额度

的银行授信担保。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7 号）。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0年完成情况及2021年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董维成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

生、李瑞新先生、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郑柏山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

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及年度经营计划对公司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预计额度内签署具体的关联交易合

同。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完成情况及 2021

年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8 号）。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根据公司实际审计业务情况初步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为

130 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时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9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根据公司实际审计业务情况初步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为 50 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时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9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

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修订后的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同意票

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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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修订后的《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同

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修订后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

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修订后的《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十四五”期间，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

扬“创业守成，事在人为”的企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守正创新，按照“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优化做强“两碱一化”循环经济体系，

谋划发展曹妃甸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推动企业平稳、健康、绿色、智慧化、可持

续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化做强“两碱一化”循环经济，提升产业质量和效益。巩固纯碱行业

龙头，推进资源化综合利用；实施 6 万吨/年新溶剂绿色纤维素纤维等项目，优

化粘胶产业布局，厚植品牌、技术优势；谋划 3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扩建，深度

融入区域循环经济；实施有机硅三期 20 万吨单体扩建，不断提升环体自用率；

实施热电“一炉一机”扩建，与主导产业协同推进；提升原盐产业硬件，降本提

产；碱石增储延长服务年限；谋划资源稳定供给和战略合作。 

二是与石化、煤化产业相结合，谋划曹妃甸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对接曹妃甸

园区石化项目原料及港口资源优势。适时启动共约 80 万吨/年石化、氯下游精细

化工系列产品项目；利用浓海水配套发展 3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项目、3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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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乙烯氧氯化法特种 PVC 树脂项目，对接大炼化项目；同时谋划自建或参与园

区热电联产项目，融入石化-盐化-煤化“三化一体”区域循环经济产业链。 

三是培育提升新动能，适度发展对外贸易、现代物流产业，推进企业智慧化

建设，升级安全环保，提升资源综合利用能力。 

如外部条件具备项目全部实施，预计到“十四五”末公司主产品年产能将达

到：纯碱 380 万吨（含青海）、粘胶短纤 90 万吨（含莱赛尔纤维）、烧碱 113

万吨（含曹妃甸 30 万吨）、PVC 82 万吨（含特种树脂 39 万吨，其中曹妃甸 30

万吨）、有机硅单体 40 万吨。 

公司未来发展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因存在不确定性，不构成公司对

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进一步满足公司未来产业发展及南堡开发区各企业不断增长对电力、热力

的需求，保障持续、安全、稳定供热，促进节能减排，董事会同意投资 45,220.30

万元建设热电联产项目，即新建 1 台 30MW 抽背式汽轮发电机组，配 1 台 480t/h

高温高压煤粉锅炉，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及除尘装置等辅助设施。项目计划

总投资 45,220.30 万元，其中 30%由公司自筹，70%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热电联产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10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有机硅扩建工程项目的议

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有机硅单体产业，提高公司竞争力，进一步降低成本、调

整和优化产品结构，继续保持行业内规模优势，实现经济规模和上下游一体化，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硅业公司投资 97,472.40 万元扩建 20 万吨/年有机硅单体

项目。项目资金 38.4%公司自筹，61.6%银行贷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有机硅扩建工程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1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20 万吨/年新溶剂法绿色纤维素纤维项

目（一期）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优化产业布局，推进莱赛尔纤维产业化，保持公司在再生纤维素纤维行业

优势地位，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远达纤维投资 16.35 亿元（含 5000 万美

金）建设 20 万吨/年新溶剂法绿色纤维素纤维项目（一期），即 6 万吨/年新溶剂

法绿色纤维素纤维项目。项目资金 7 亿元银行贷款，其余由公司自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 20 万吨/年新溶剂法绿色纤维

素纤维项目（一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2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票15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2021-013号）。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