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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 年 8 月 31 日上午 10:30 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15-11:30 时，下

午 13:00-15:00 时。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

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现场到会股东、股东代表人及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 

（三）介绍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列

席会议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五）推选监票人（股东代表、律师、监事各一名） 

（六）现场出席股东对提交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休会，表决统计（包括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  

（八）复会，宣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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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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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的确认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本年度的日常关

联交易关联发生情况进行了预计。根据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及下半年

生产经营需要，拟增加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额度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原预计金额 现预计金额 增加额 

采购货物 

电、蒸汽 内蒙古吉兰泰碱业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电、蒸汽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25,120.00 30,120.00 5,000.00 

盐化工产品 4,200.00 5,200.00 1,000.00 

提供劳务 污水处理 阿拉善盟吉盐化建材有限公司 25.00 80.00 55.00 

合计   6,555.00 

1.本公司向内蒙古吉兰泰碱业有限公司采购电、蒸汽的预计金额增加

500 万。主要因公司新建热电机组供电与蒸汽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时，公司

向内蒙古吉兰泰碱业有限公司采购电与蒸汽量增加。 

2.受公司自备电厂脱硫超净排放改造影响，外供电量减产，本公司向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电、蒸汽的预计金额增加 5,000 万元。 

3.本公司向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盐化工产品的预计金

额增加 1,000 万元，主要因液碱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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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向阿拉善吉盐化建材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预计金额增加 55

万元。主要因该公司处理污水量增加所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同海 

注册资本：25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兰布和街 

主营业务：烧碱、盐酸、液氯、二氯乙烷、次氯酸钠、乙炔、氯

化氢、硫酸、液碱、电石、氯化钡、氯乙烯生产销售；水的生产；电

的自营。 一般经营项目：盐化工产品、聚氯乙烯、塑料型材、化工助

剂、电石渣铁、蒸汽、电石渣、电石渣浆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代理、

生产技术服务；纯碱、氯化钙化工产品的销售、检测及化验；给排水、

水暖设施安装、维修；水井维护；机械设备及电仪设备安装、维修、

租赁、装运和搬运；电气设备的修试；压力机作业、轻型井点降水、

起重机作业、土建工程、餐饮服务。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盐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二）内蒙古吉兰泰碱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军年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乌兰布和

南街 

经营范围：氯氯化钙及下游产品的生产，销售；工业盐的生产与

销售；氯化钙液销售；氯化钙及下游产品的出口销售；工业纯碱、食

用碱的生产与销售；给排水、水暖设施安装、维修；水井维护；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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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电仪设备安装、维修、租赁、装运和搬运；电气设备的修试；

压力机作业、轻型井点降水、起重机作业、土建工程。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吉盐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三）阿拉善盟吉盐化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景林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兰布和街

北侧 

经营范围：水泥的生产销售（凭资质证经营）及进出口贸易； 一

般经营项目：电石渣浆加工处理；给排水、水暖设施安装、维修；水

井维护；机械设备及电仪设备安装、维修、租赁；电气设备的修试；

压力机作业、轻型井点降水、起重机作业、土建工程。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吉盐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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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推动

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引导投资者形成稳定的投资

回报预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证监发﹝2013﹞43 号)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特

制定《兰太实业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

规划”)。 

一、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一）本规划应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规划应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保证利

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本规划应重视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

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并充

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 

（四）本规划以公司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分配利润不得超过合并

报表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并遵循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二、本规划制定的考虑因素 

（一）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

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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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分析公司盈利能力、发展规划、回报股东、社会资金

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 

（三）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

顾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具体规划 

（一）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允许的

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配中，现金分红优先于股票股利，当公司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当至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

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充裕，实施现金

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等事项发生（再融资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是指公

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

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在上述条件同时满足时，公司应采取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018-2020 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

红，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这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

状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的现金分红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公司经营情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 

（三）公司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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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

形，拟定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

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

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

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四）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可以采取股票股利进行分红。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

当以给予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的维持适当股本规模为前提，并综合

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和摊薄等因素。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

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当充分考虑以

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

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利润分配方

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本规划的决策机制 

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

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

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方案，并结合股东、独立董事的意

见，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本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执行。 

六、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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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实施。 

该议案已经公司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