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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投资拉动工程业务并获取投资收益，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华科技”或“本公司”）计划出资 5000 万元，联合安徽

曙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曙光”）和新疆绿原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绿原”，原为新疆绿原国有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共同投资设立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曙光绿华”或“项目公司”），并由曙光绿华投资、建设

和运营 10 万吨/年 BDO 联产 12 万吨 PBAT 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根据《股东出资补充协议》，曙光绿华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

中：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5000 万元，股权占比 5%；安徽曙光以货币

资金出资 65000 万元，股权占比 65%；新疆绿原以货币资金出资 30000

万元，股权占比 30%。 

2.对外投资审议情况 

2021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议以“7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新疆曙光绿

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参股曙光绿华。详见发布

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21-046

号《七届九次董事会（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等规定，本次投资参股曙

光绿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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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风险投资。 

二、项目建设情况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出塑料污染治理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等多部

委发布了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相关意见，全国已有 30 个省区市公布了塑

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PBAT 是对苯二甲酸(PTA)、己二酸（AA）和 1,4-

丁二醇(BDO)的共聚酯，性能和普通塑料聚乙烯 PE 接近，能够基本满足

通用塑料要求。PBAT 作为可生物降解材料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是国内明确支持和鼓励发展的重点项目，目前市场缺口较大，发展前景

较好。 

1.建设地点：新疆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 

2.建设规模及周期：工程规模为年产 10万吨 BDO联产 12万吨 PBAT，

建设周期约 26 个月。 

3.投资估算：工程报批总投资 356887.9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34996.27 万元。 

三、投资主体介绍 

曙光绿华共有三家投资方，即本公司、安徽曙光、新疆绿原。 

1.安徽曙光成立于 1990 年 3 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8001513060151，法定代表人为余永发先生，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地在安

徽省安庆市华中路 236 号，主要经营氰化钾、氰化钠等化学品等。 

本公司与安徽曙光及其股东无关联关系，经核查，安徽曙光未被列

入失信人名单。 

2.新疆绿原成立于 2004 年 9 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90067668009176，法定代表人为康建新先生，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 86429.83 万元人民币，住所地在新疆铁

门关市兴疆路 1 号政府办公楼 5 楼，主要从事国有资产投资与资产管理

等业务。 

新疆绿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本公司与新疆绿原及其股东无关联关系，经核查，新疆绿原未被列入失

信人名单。 

四、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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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资形式 

本公司、安徽曙光、新疆绿原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2.标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铁门关市工业园中央大道 1 号河北创业服务大厦

670 号。 

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新型膜材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等。 

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公司章程》《股东出资补充协议》

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3 月，本公司与安徽曙光、新疆绿原就该项目投资建设的

合作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共同投资

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安徽曙光出资 39000

万元，占 65%；新疆绿原出资 18000 万元，占 30%；本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 5%。同时约定，在同等条件下，由本公司优先承担该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作。 

为抢抓 PBAT 政策红利，力求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安徽曙光与新疆

绿原先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办理该项目前期筹备事项。2021 年 3 月

31 日，项目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其中：安徽曙光认

缴出资 42000 万元，占 70%；新疆绿原认缴出资 18000 万元，占 30%。 

2021 年 7 月，本公司与安徽曙光、新疆绿原就项目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达成《股东出资补充协议》。即：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60000 万

元增加到 100000 万元，其中：安徽曙光认缴增资为 23000 万元，新疆

绿原认缴增资为 12000 万元，本公司认缴增资为 5000 万元。增资后，

安徽曙光、新疆绿原、本公司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30%、5%。 

1.注册资本：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其中：安徽曙光出

资 65000 万元，股权占比 65%；新疆绿原出资 30000 万元，股权占比

30%；本公司出资 5000 万元，股权占比 5%。 

2.出资时间：以上出资均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以货币出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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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足。 

3.组织机构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安徽曙光提名 4

人、新疆绿原提名 2 人、本公司提名 1 人；董事长在安徽曙光提名的

董事成员中选举产生，副董事长在新疆绿原提名的董事成员中选举产

生。 

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设股东代表监事 4

名，由项目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安徽曙光提名 2 人，新疆绿原提名 2

人。设职工监事 1 名，由项目公司职代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在新

疆绿原提名的监事成员中选举产生。 

项目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其中：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长提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设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 1 名，由

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4.决策机制：项目公司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

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的

其他决议，应当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5.项目建设：该项目采用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建设，在同等条件

下，由本公司优先承担该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作。 

6.其他情况说明 

目前，项目公司已注册成立，安徽曙光、新疆绿原均未实际出资。

本公司根据《股东出资补充协议》等认缴增资，不存在任何溢价，实

质上等同于新设出资。 

六、本次投资参股曙光绿华的目的、风险及影响 

（一）投资目的 

目前传统化工产品市场日趋饱和，我国石化和化工行业呈现高端化

发展特征，可降解塑料等化工新材料日渐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方

向。本公司联合安徽曙光、新疆绿原投资建设该项目，可做大做强公司

实业板块，并对拓展本公司该领域的工程业务具有积极意义。 

1.形成一定投资收益。随着全国各地“禁塑令”的发布，可生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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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材料面临巨大的市场缺口，销售价格将稳步上升。该项目建成运营能

够创造一定的投资收益。 

2.拓展公司业务领域。作为总承包商以 EPC 方式承接建设该项目，

可进一步提升在 BDO、PBAT 项目的工程建设业绩，有利于拓展国内外 

PBAT 及类似可生物降解材料 PBS、PBSA 等工程建设市场。 

3.推进 PBAT 产业发展。本公司业已开展 PBAT 产品改性、催化剂开

发等研发工作，充分发挥工程公司的技术优势，改进降低装置物耗和能

耗，推进 PBAT 产业技术的发展。 

（二）投资风险分析 

1.政策风险 

风险分析：PBAT 尚属新兴技术产业，国家暂未针对该产品出台相关

的税收优惠、政策补贴等专项扶持政策。同时，该项目尚需履行政府环

评批复等审批程序 

应对举施：随着我国“限塑”的不断升级以及“禁塑”的出台，国

家政策层面风险较低。项目公司已与铁门关市经开区管委会达成一致，

落实税收、项目奖励、化工产业扶持、财政扶持、配套服务政策等优惠

政策。同时，该项目已办理政府备案工作，力争早日落地开工。 

2.市场风险 

风险分析：PBAT 产品市场前景与政策环境关联度较大，国家“禁塑

令”的实施状况直接影响到可降解塑料的市场增量。同时，本项目选址

在新疆，在运费上存在一定劣势。 

应对举施：基于环境保护及人类健康的需求，世界各国已从“限塑

令”逐渐升级为“禁塑令”，可降解塑料的推广是必然过程，项目符合

市场的发展趋势。本项目位于新疆腹地，运费上虽有一定劣势，但原料

价格有一定优势，且周边有大量兵团农场，包装材料、农用地膜等均有

较大的需求，PBAT 新材料的市场风险整体可控。 

3.效益风险 

风险分析：原材料供应价格和 PBAT 产品销售价格的波动是影响本

项目效益指标的主要因素。随着 PBAT 产能不断增长，可能出现原材料

价格上涨和产品价格回调。 

应对举施：该项目系投资建设 10 万吨/年 BDO 联产 12 万吨 P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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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形成产业链优势，有效稳定 PBAT 生产成本。同时，依托工艺改进来

降低生产成本，应对 PBAT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4.技术风险 

风险分析：相比于目前市场稳定运行的装置产能，本项目单系列装

置产能存在一定的放大风险。 

应对举施：本公司拥有 PBAT 项目的工程建设经验。在满足相关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本公司将承担 PBAT 项目总承包，作为大型工程公司，

能够依托一流的工程技术，有效控制产能放大风险。 

（三）投资影响分析 

本公司通过投资入股项目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该项目 EPC 工程

总承包业务合同，可实现一定的工程收益。 

本次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 

（一）本公司将依据《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及时披露该项投资

工作的进展情况。 

（二）备忘文件目录 

1.本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项目公司《章程》； 

3.本公司与安徽曙光、新疆绿原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本公司与安徽曙光、新疆绿原达成的《股东出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