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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23年 3月 27日下午 15:00  

地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一号会议室 

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张晶泉先生 

 

（一）会议开幕致词； 

（二）介绍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来宾； 

（三）介绍股东大会出席人员情况及股份统计结果； 

（四）推选会议监票、计票人员； 

（五） 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暂缓建设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的

议案； 

2.审议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六）对议案投票表决； 

（七）宣布表决结果； 

（八）宣读决议； 

（九）律师做现场见证并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管理层与股东及来宾交流(如有)；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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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暂缓建设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的议案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原煤价格屡创新高，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现有煤化工项目原煤成本从 2018年占总成本的 35%，上升

至目前的 60%左右，较高的用煤成本给公司煤化工项目带来较大生产经营压力。

而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市场权衡经济弱势带来的利空及供应偏紧的

利好造成全球原油价格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也对公司煤化工项目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2022 年下半年，国家开展全国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工作，该专项整治行

动将煤间接液化工艺技术的项目也纳入核查范围。按照相关要求，公司稳定轻烃

类产品按组分及用途，符合煤基费托合成石脑油国标，暂时将煤基稳定轻烃和正

构稳定轻烃视同石脑油申报和缴纳成品油消费税。公司液体石蜡类产品按组分及

用途，符合煤基费托合成柴油组分油的国标，是否被认定为柴油组分油缴纳消费

税目前尚不明确。 

在煤化工产品用煤成本居高不下，国际油价波动较大，且税费成本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公司按照目前的产品结构继续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的经济风

险较大。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目前决策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

犁能源”）100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的产品方案及生产工艺路线存在较大难度，

因此公司拟将“伊犁能源 100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暂缓开工建设。 

一、伊犁能源及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伊犁能源是由公司和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集团”）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70亿元。公司持有伊犁能源 90.2%的股权，伊泰集团持有伊犁能源

9.8%的股权。 

以伊犁能源为主体建设的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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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泰伊犁工业园，建设规模为年产烷基

苯、高碳醇、优质轻烃、费托蜡、正构 C10-14、白油、液体石蜡、液化石油气

等产品共计 105.82 万吨，同时副产混醇、硫磺等产品。项目规划总投资为 160.68

亿元，其中资本金为 48.50 亿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30%。截至 2022 年末，已

累计完成投资 71.10 亿元。该项目已经公司于 2015年 3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5年 6月 9日召开的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取得《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100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核准的批复》（发

改能源〔2017〕1393 号）；于 2017 年 9月 27 日取得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伊泰

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2017〕151 号）；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已获得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复（黄

水调〔2015〕303号）。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尚处于在建

期，还未正式投产。 

截至 2022年末，伊犁能源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伊泰伊犁能

源有限公司 
668,846.86 580,547.13 88,299.74 70.12 -17,826.40 

 

二、暂缓建设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的决策依据 

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结合项目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暂缓

建设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并继续优化工艺设计、论证产品方

案。具体决策依据如下： 

（一）用煤成本居高不下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原煤价格屡创新高，公司现有煤化工项目原煤成本

从 2018 年占总成本的 35%，上升至目前的 60%左右。且化工用煤价格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不强制执行中长期合同保供价格，较高的用煤成本给公司煤化工项目

带来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 

目前影响煤炭中长期市场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碳中和已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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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化石能源的资本开支明显下降，更多的资本开支投向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

能源领域。由于可再生能源受天气、技术等多方面影响，在能源供给能力上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依然需要传统化石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另一方面

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能源供应短缺。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及

贸易全球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预计 2023 年国际煤源紧张、价格高企的局面仍

将延续。综合研判，在新能源未达到主体地位前，煤炭价格影响因素更加复杂，

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价格中枢中长期仍将维持高位。 

（二）原油价格不确定性较大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对公司煤化工项目产生较大不利影响。2021

年开始，国际油价从历史性低位缓慢上升，整体油价水平从 40美元/桶左右，抬

升到了 2021 年底的 80 美元/桶附近，这一趋势在 2022 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但目前看来全球经济数据仍显疲软，短期内需求前景难以迅速改善。市场权衡经

济弱势带来的利空及供应偏紧的利好造成全球原油价格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

对原油需求及价格的预期和判断，公司继续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的经济风险较大。

 

（三）税费成本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22 年，国家开展全国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工作，该专项整治行动将煤间

接液化工艺技术的项目也纳入核查范围。公司下属位于杭锦旗年产 120 万吨精细

化学品项目和位于准格尔旗年产 16 万吨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的液态产品正在被

核查中。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2 年第 47号）公司生产的相关煤基液态产品（稳定轻烃类、液体石蜡类）

未列举在消费税税目中，且公司生产的煤基液体石蜡和稳定轻烃也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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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业标准，所以公司此前对相关产品未缴纳消费税。 

2022 年，按照相关要求，根据碳数分布，稳定轻烃和液体石蜡都可作为相

应成品油的组分，公司稳定轻烃类产品按组分及用途，因辛烷值低于 66，不属

于汽油，但符合煤基费托合成石脑油国标，暂时将煤基稳定轻烃和正构稳定轻烃

视同石脑油缴纳消费税。公司液体石蜡类产品按组分及用途，符合煤基费托合成

柴油组分油的国标，是否被认定为柴油组分油缴纳消费税目前尚不明确。 

应相关要求，公司已从 2022 年 8 月开始将稳定轻烃和正构稳定轻烃视同石

脑油申报和缴纳成品油消费税，2022 年 8 月公司共缴纳消费税及附加 5,774 万

元。其他液态产品是否缴纳消费税还待进一步论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将全

部液态产品都比照石脑油缴纳消费税，预计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

目每年需缴纳消费税约 21.44亿元，每吨产品仅消费税税负占销售价格比例就将

高达 42%。与石油基煤化工产品相比，上述煤基煤化工产品将不具有竞争力。从

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方面考虑，新建项目将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 

因此，在煤化工产品用煤成本居高不下，国际油价波动较大，且税费成本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公司按照目前的产品结构继续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的

经济风险较大。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决策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

目的产品方案及生产工艺路线存在较大难度，因此拟将“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

煤制油示范项目”暂缓开工建设。 

三、对公司的影响 

煤化工产品用煤成本居高不下、税费成本增加以及项目暂缓建设等因素将导

致伊犁能源部分资产出现减值迹象，根据评估报告（定义见下文）测算，预计需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28.04亿元。相应减少公司 2022年 1-12月合并报表利润

总额 28.04亿元，减少净利润 28.04亿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一）计提减值的相关依据 

根据四川蓉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出具的《内蒙古伊泰煤

炭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相关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蓉域评报字【2023】第 005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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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过程中，据查该资产组目前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也不存在类似的

资产活跃市场，评估人员亦无法取得同行业类似资产最近的交易价格。但是评估

人员取得了经公司管理层批准的未来预测数据资料，在对预测数据的可靠性进行

了必要的核实后，评估人员选用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方法对资产组的可

回收价值进行了计算。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范围为归属于资产组的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长期资产，资产组账面金额合计为

6,643,634,662.46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账面金额 

固固固固固固 83,474,429.20 

固固固固 6,204,009,428.95 

固固固固 355,604,650.16 

固固固固固固固 546,154.15 

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 6,643,634,662.46 

 

3.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由委托人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减值测试要求确定。 

4.评估结果 

在委托人及评估对象单位管理层批准的资产组未来经营规划能落实和评估

报告所列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委估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人民币

384,000.00 万元。 

具体评估过程详见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测算，伊犁能源相关资产减值 280,363.47万元。 

（二）公司其他煤化工项目评估情况 

2021 年 1 月，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公司委托，以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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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基准日对公司下属的四家煤化工企业（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伊

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伊泰宁能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和企业对市场的预期，四家煤

化工企业均不存在减值迹象。 

2022 年 1 月，四川蓉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公司委托，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公司下属的四家煤化工企业再次进行了减值测试。第二次评估较第

一次评估发生的重大变化如下：油价继续大幅攀升，但同时原煤价格于 2021 年

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导致煤化工企业生产成本剧增，而原油价格作为能源化工

体系的定价核心，其价格上涨对煤化工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并不会立刻体现。因

此，第二次减值测试评估中，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减值约 4,800万元，

其余三家煤化工企业因其产品结构差异，煤炭价格上涨并未引起减值。 

2022 年底，基于公司已开始对部分煤化工产品缴纳消费税的实际情况，结

合煤价仍维持高位的客观事实，公司聘请四川蓉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下属

在产及在建的煤化工项目进行整体资产减值测试。煤化工产品用煤成本居高不下、

税费成本增加以及项目暂缓建设等因素将导致伊犁能源部分资产出现减值迹象，

根据评估报告测算，预计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28.04亿元。截至目前，其他

煤化工项目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后续安排 

煤化工作为公司的战略支柱产业，公司将深入调研和评估煤化工产品的发展

方向。目前伊犁能源 1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已形成多种产品方案，正在持

续论证中。后续公司将依托 16 万吨煤制油项目、120 万吨煤基精细化学品项目

的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进一步优化工艺技术，发展洁净煤技术，提高产品

附加值，积极推进产业升级。 

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请与会股东在听取该议案后发表意见并投票表决。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27 日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8 

 

议案二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因工作调整原因，葛耀勇先生、张东升先生及刘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并同时辞去在董事会相关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葛耀勇先生及张东升先生仍

将在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内蒙古伊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相关职务。葛

耀勇先生、张东升先生及刘剑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董事

任职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拟提名李俊诚先生、杨嘉林先

生及边志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李俊诚先生、边志宝先生

继任葛耀勇先生及张东升先生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提名杨嘉林先

生继任刘剑先生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生产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任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拟提名李俊诚先生、杨嘉林先生及边

志宝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经审查，上述董事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董事职

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胜任董事岗位。未发现有《公司法》及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并尚未解除的情况，因此，同

意上述议案，并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请与会股东在听取候选董事简历后发表意见并投

票表决。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27 日 

附件：1.李俊诚先生简历 

2.杨嘉林先生简历 

3.边志宝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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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李俊诚先生简历 

李俊诚：男，汉族，1978 年生，清华大学博士，教授级高工。2006 年 7 月

至 2008 年 7 月任中国神华煤制油公司项目工程师；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8 月

伯克德油气公司访问学者；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神华集团神华宁煤煤

炭间接液化项目指挥部副总工兼技术部长；2014年 1月至 2016年 1 月任公司煤

化工管理部副总经理；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公司煤化工管理部总经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内蒙古伊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月任内蒙古伊泰煤基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2017 年 9月至

今任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22 年 3 月至今任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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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杨嘉林先生简历 

杨嘉林：男，汉族，1975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1995 年 1 月至

1998年 3月在公司包头计划科工作；1998年 3月至 1999年 4月任公司运输公司

北京调度科副科长；1999 年 4 月至 1999 年 11 月任公司运输公司北京调度中心

副主任；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8 月任公司运输公司北京办事处业务科科长；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4 月任经营公司华北销售分公司副经理；2001 年 4 月至

2002年 2月任公司经营公司华北销售分公司经理；2002年 2月至 2007年 4月任

经营部华东销售分公司经理；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10 月任伊泰集团煤炭运销

事业部副总经理；2007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公司煤炭运销事业部副总经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内蒙古伊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1月任内蒙古伊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0年 2月

至 2020 年 5月任伊泰化学(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0年 6月至今任

内蒙古伊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3年 3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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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边志宝先生简历 

边志宝：男，汉族，1977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2002 年 8 月至 2003 年 4

月任内蒙古伊泰生物高科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2003 年 4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上海伊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2004 年 3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北京伊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 4月至 2012年 2 月任公司事

业发展部副部长；2012 年 2月至 2015年 3月任公司事业发展部部长；2015年 3

月至 2016 年 1月任公司事业发展部总监；2016 年 1月至 2018年 12 月任公司投

资管理部副总经理；2018年 12月至今任投资管理部总经理；2023年 3月至今任

公司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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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修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对现行有效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 10.08 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 5-1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设董事长一

人。董事长、副董事长（如有）由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通过选举产生，董事长、

副董事长（如有）任期 3 年，可以连选

连任。 

第 10.08 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设董事长一人。

董事长、副董事长（如有）由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通过选举产生，董事长、副董

事长（如有）任期 3年，可以连选连任。 

 

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请与会股东在听取该议案后发表意见并投票表决。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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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修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对现行有效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三条  董事会的组成 

（一）董事会由 5-19 名董事组成，其中

独立董事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设董

事长一人。董事长、副董事长（如有）

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董事长、

副董事长（如有）任期 3 年，可以连选

连任。1.董事长不可兼任公司经理（不

包括副经理）。董事长与经理之间职责的

分工应清楚界定并以书面列载； 

…… 

第三条  董事会的组成 

（一）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设董事

长一人。董事长、副董事长（如有）由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董事长、

副董事长（如有）任期 3 年，可以连选

连任。1.董事长不可兼任公司经理（不

包括副经理）。董事长与经理之间职责的

分工应清楚界定并以书面列载； 

…… 

 

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请与会股东在听取该议案后发表意见并投票表决。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