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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日程和议程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1年 8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0:00 

二、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万华化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表决结合 

温馨提示：由于烟台近期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了您的安全并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如有意愿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您优先选择网络投票的方式

行使股东权利。 

四、参加会议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1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

表；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审议议题 

公司 2021年 7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会议提交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并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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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 1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并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拟将与乙烯产业链相关的资产以及与其相关

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

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一）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与乙烯产业链相关的资产以及与其相关

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石化公司”）。 

本次转让以 2021 年 7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资

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17.23 亿元，其中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09.23亿元，负债的账面

价值为 92.00亿元。本次转让价格为账面净值 17.23亿元。 

本次转让标的资产的贷款主体将由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石化公

司，为满足石化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以及开展正常业务的需要,万华化学拟对石

化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120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本次交易资产转移及贷款担保事项由于涉及债务转移需要万华化学提

供担保，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与资产相关联的债务转移需征得债权人

同意。 

（三）本次交易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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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大街 59号 

法定代表人：陈毅峰 

注册资本：贰拾亿零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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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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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

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

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石化公司 2015 年成立，是万华化学的全资子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如下：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石化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66.68 亿元，净资

产 56.55亿元，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 227.30 亿元，净利润 28.01亿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和信专字（2021）第 030052 号《万华化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公司拟转让的乙烯产业链相

关资产的账面净值 17.23 亿元，其中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09.23亿元，负债的账面

价值为 92.00亿元。本次转让价格为账面净值 17.23亿元。 

本次转让涉及的人员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由全资子公司接收。公司将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为员工办理相关转移手续。  

四、对交易标的的担保余额情况及担保协议内容 

经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万华化学对石化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80

亿元。截至目前，万华化学对石化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774,671.60万元。本次增加

担保额度 120亿元后，万华化学对石化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200亿元。 

上述担保均为连带责任信用担保,无以资产等为标的的担保,无反担保内容。 

五、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整合内部资源，为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打造

独特的石化业务产业集群，向下深度延伸产业链，实现一体化优势及资源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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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万华化学将乙烯产业链相关的资产转让给石化公司，由石化公司承担石化

系列产品的生产、运营及销售功能。 

本次交易为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不产生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审批的担保总额为 6,251,400 万元人民币，占 2020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128.15%。公司提供的合同担保金额为 3,857,585 万元，其中为烟台港万

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保为 111,783 万元，其他全部为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9.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基于该全资子公司的资金安排及经营需要，本

次对其担保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

信状况，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

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意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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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需要公司

为其申请银行贷款授信以及开展正常业务提供信用支持，本次新增的对全资子公

司的担保如下： 

公司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万元） 

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150,000 

担保期限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5月 25日 

注册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 

注册资本：15,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关系如下：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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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均为连带责任信用担保,无以资产等为标的的担保,无反担保内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审批的担保总额为 6,251,400 万元人民币，占 2020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128.15%。公司提供的合同担保金额为 3,857,585万元，其中为烟台港工

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保为 111,783 万元，其他全部为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占公司 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9.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对其担保能

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制范围

之内,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意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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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整体规划，万华化学对外投资设立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华福建”）建设 MDI、TDI装置及相关配套设施，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0

年 3月 4日披露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临 2020-10号），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为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90亿元人民币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披露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同意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告》（临

2021-18号）。 

为提高融资效率，保证项目建设进度，拟将上述提供最高额为 90 亿元人民币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调整为向其提供最高额为 9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包括

但不限于担保、委托贷款、借款、融资性保函、债券等方式）。 

一、为万华福建提供担保余额情况 

   截至 2021年 7月 24日，公司对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

保余额情况如下（外币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900,000 0 0 

 

二、拟为万华福建提供融资支持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万华福建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9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主

要内容如下： 

融资支持目的及用途：公司对万华福建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融资支持后，万

华福建将用于自身项目建设及经营资金需求，以保障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及正常的

生产运营活动。 

融资支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亿元。 

融资支持方式在股东大会通过后，由管理层根据需要确定具体的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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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支持期限：在不超过 5 年的基础上根据万华福建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需

要确定。 

融资支持利率：参考市场利率水平。 

三、融资支持对上市公司必要性及影响 

1、本次提供融资支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2、万华福建及其子公司承担公司重大项目建设，为公司未来规模、利润的重

要增长点，提供融资支持能够保证项目推进进度，确保项目按时投产。 

四、融资支持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及

时掌握其资信状况，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万华福建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本次对其提供融资支持能

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故公司董事会

同意上述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意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