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1-076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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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为增强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
分全资子公司的资本实力，提升市场开拓能力，优化资产负债结
构，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决定以现金方式向所属子
公司增资 78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所属 7 家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及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完成前
持股
注册资本
比例
200,000
100

增资完成后
持股
注册资本
比例
300,000
100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00,000

100

300,000

1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

100

180,000

1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

100

250,000

100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

100

350,000

1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

100

200,000

1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

100

200,000

100

被增资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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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
分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增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化建”
）
1.公司名称：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3.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区谐园路 9 号
4.法定代表人：胡富申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53 年 01 月 09 日
7.经营范围：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设计；环境工程（大气
污染防治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专项
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建筑施工，建设工程：施工
总承包特级资质类别各等级工程施工总承包、设计及开展工程总
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冶
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
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特种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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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长输管道、工业管道、公用管道安装；各类压力容器制造、
组焊；境外石油化工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装饰装修工程、汽车及工程机械大修，住宿（仅限分支机构）
；
批发零售五金、建筑机械及材料租赁；房屋租赁；土地整理；物
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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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二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74,585.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26,685.07 万元，净资产为
247,900.90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101,528.41 万元，
净利润为 36,111.79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二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1,256,444.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00,165.31 万元，净资产为 256,279.09 万
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882,023.70 万元，净利润为
17,211.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化建”
）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3.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599 号
4.法定代表人：占德庆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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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日期：1962 年 12 月 08 日
7.经营范围：建筑安装、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非标准设备设计制造、工程设计、水泥予制、
技术咨询；建筑施工设备租赁；设备、材料（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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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三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19,772.54 万元，负债总额为 860,009.47 万元，净资产为
259,763.07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015,020.63 万元，
净利润为 28,339.50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三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1,147,572.0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885,844.17 万元，
净资产为 261,727.84 万元，
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816,376.83 万元，净利润为
12,275.3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化建”
）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3.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大道东 279 号
4.法定代表人：周鸿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85 年 0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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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从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业
务，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及咨询服务，电力设施承装类三
级、承修类三级、承试类三级（以上凭资质证书从事）
，起重机
械、锅炉、压力管道、压力容器的安装改造维修，上述工程所需
的设备、材料的采购、销售，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业务，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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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20,528.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7,541.88 万元，净资产为
102,987.00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550,462.77 万元，净
利润为 14,907.25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四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457,353.7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44,502.41 万元，
净资产为 112,851.35 万元，
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406,789.59 万元 ,净利润为
11,638.5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化建”
）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3.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东津新区南山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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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胡二甫
5.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91 年 09 月 17 日
7.经营范围：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
服务的劳务人员；按国家规定在海外举办企业；对外援助成套项
目施工任务；承包 GA 类（GA1 乙级）
、GB 类（GB1（含 PE 专项）
、
GB2（1）级）
、GC 类（GC1 级）
、GD 类（GD1 级）压力管道的安装；
锅炉安装、维修 I 级；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
门座起重机、升降机、旋臂式起重机的安装；固定式压力容器制
造；普通货物装卸；工程机械大修；承装三级、承修四级、承试
三级电力设施；普通货运；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容
器的设计；石油化工检维修；安全培训与咨询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六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68,606.04 万元，负债总额为 496,452.65 万元，净资产为
172,153.38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902,141.87 万元，净
利润为 25,565.20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六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725,922.5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43,903.43 万元，
净资产为 182,019.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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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723,235.81 万元 ,净利润为
18,630.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化建”
）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3.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537 号
4.法定代表人：龙海洋
5.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94 年 10 月 31 日
7.经营范围：化工石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钢结构工程、管道工程、环保工程、火电设备安装工程、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工程咨询；进出口业；租赁业；职业技能培训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用、专用设备及相关材料的批发与零
售；谷物及其它作物的种植（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
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以下经营项目和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和维修；普通货运；对外
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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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七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61,015.70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2,859.07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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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56.63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157,994.48 万元，
净利润为 32,038.63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七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1,437,599.3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51,792.82 万元，净资产为 185,806.48 万
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208,433.24 万元 ,净利润
为 30,496.4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四
化建”
）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3.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新华路 148 号
4.法定代表人：张传玉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91 年 06 月 18 日
7.经营范围：普通搬运装卸；普通货运；起重机械安装、改
造、维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可承担各种通用、工业
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的设备、电器、
仪表和大型整体生产装置等安装（以上项目以资质证书）；压力
容器制造、安装；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油化工非标设备制造、
安装；为工程配套供应所需器材、设备、原材料；承包境外化工
石油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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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土石方工程；
锅炉安装、改造；钢结构工程；消防工程；环保工程；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机场场道工程、地基基础工
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建筑幕墙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工程设计；
工程技术服务；测绘服务（凭资质证书经营）；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拆
除工程；环保节能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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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十四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80,594.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6,682.68 万元，净资产为
113,911.81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803,850.31 万元，净
利润为 11,942.62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十四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727,035.1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99,275.97 万元，
净资产为 127,759.12 万元，
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683,150.43 万元 ,净利润为
17,916.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七）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六
公司”
）
1.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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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3.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土城路 4 号
4.法定代表人：刘佑锟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91 年 06 月 26 日
7.经营范围：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防水防腐
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测量（按所持有效资质证书核
定的类别及等级经营）
；承包境外化工石油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
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非标准钢构件的制作；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锅
炉安装、改造、维修，压力容器的制造，压力管道的安装，起重
机械的安装、维修；各类型矿山工程、地面建筑安装工程及矿区
配套工程；各类型工程项目的防腐保温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承
包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销售；不动产租赁业务；有形动产租赁
业务；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业务；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
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电子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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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施工劳务承
包。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十六化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12,872.6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2,725.07 万元，净资产为
70,147.52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33,032.79 万元，净
利润为 9,539.92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十六化建的资产总额为 408,794.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30,235.26 万元，净资产为 78,559.14 万元，
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429,966.20 万元 ,净利润为
10,761.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为支持子公司推进主业发展，扩大业务规
模、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整
体竞争力。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增资后，所属 7 家全资子公司的发展仍受市场环境、行
业趋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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