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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欢迎您来参加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目前新冠疫情影响，请各位与会者严格遵守防疫要求。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

真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参加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以及授

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三、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四、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中不要大声喧哗并关闭手机。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主持人许可后进行。主持人可以要求发

言股东履行登记手续后按先后顺序发言。 

七、每一股东发言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发言原则上不能超过 5 分钟。 

八、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有针对性地集中

回答股东的问题，全部回答问题的时间原则上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 

九、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

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

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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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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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建红 

三、会议召开形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3: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乍浦中山西路 999 号嘉化研究院二楼综合会

议室。 

六、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3 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3、审议《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审议《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七、会议议程： 

（一）董事长韩建红女士宣布会议开始、介绍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现场会议情

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会议召开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以及会议议程； 

（二）董事长韩建红女士提名计票人、监票人，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举手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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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长韩建红女士主持会议，议案报告人介绍会议议案，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议案并书面投票表决； 

（四）在董事长韩建红女士的主持下，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发言、提问，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人员进行答复； 

（五）计票人、监票人与见证律师统计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并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代表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合并统计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最终表决结果； 

（六）监票人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七）董事长韩建红女士宣读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八）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九）到会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在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上签字； 

（十）董事长韩建红女士宣布会议结束。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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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3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 2023 年度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公司（包括已设立

和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同）拟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综合授信

协议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80亿元（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贸

易融资、保理、押汇、出口代付等）。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融资业务办理手续的

及时性，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负责人在上述授信额

度内确定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的具体调整事项，代表公司办理授信、借款、抵押等

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无需再报董事会批准。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以公司

与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且不等同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上述

授信、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

年度审议年度授信额度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予以审议。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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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概述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设立和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下同）（以下简称“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中，随着公司进出口贸易业

务不断增加，公司外币结算业务非常频繁，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计划

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公司从事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远期外汇

交易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在银行办理的旨

在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的外汇衍生交易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

外汇期权及其他外汇衍生产品等业务。 

 

二、预计远期外汇交易的业务期间和交易额度 

根据公司（包括已设立和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预计 2023 年度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总金额不超过 4亿美元，上述额度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远期

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有效期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年度远

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

事项的实施，并同意董事会将该事项转授权于公司管理层。 

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公司根据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用

于质押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与不同银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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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将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

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在签订合约时严格按照公司预测收（付）款期限和收(付)

款金额进行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可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但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

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

失。 

2、内部控制风险：远期外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

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

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进出口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

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订单，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

割风险。 

 

四、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对交易审批权限、内部操作流程、决策程序、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

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该制度，公司设立了专门的风险控

制岗位，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

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

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2、为防止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

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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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进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须严格按照公司的外币收（付）款金额和时间相

匹配，严格禁止任何金额的单向、存在风险敞口的远期外汇交易行为。 

4、公司内审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会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

行情况进行核查。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予以审议。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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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23年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公司拟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已设

立和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融资担

保，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可在额度内签署担保协

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额度分配 

(万元) 

1 
浙江嘉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20,000 

浙江嘉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 30,000 

2 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000 

3 浙江嘉佳兴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孙公司） 100 40,000 

4 浙江嘉化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5 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子公司 100 10,000 

6 将来设立、收购的控股子公司 - 20,000 

合计   150,000 

在 2023年度新增担保总额未突破总体担保计划的情况下，公司可适度调整对各

个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包括已设立和将来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以及公司对各个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控股子公司（包括已设立

和将来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授权董事长确定具体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相关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事项已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嘉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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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忠 

注册资本：24,8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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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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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药品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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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357,701,658.85元，负债总额 77,957,809.92

元，净资产 1,279,743,848.93 元，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2,488,047.77 元，

资产负债率为 5.74%（上述数据经审计）。 

2、浙江嘉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13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付俊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中山路南侧,瓦山路西侧房屋 1幢 318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塑料制品批

发；机械设备批发；仪器仪表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建筑材料批发；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针纺织品批发；针纺织品零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日用百

货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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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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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药品进出

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03,978,950.80 元，负债总额

327,178,163.46 元，净资产 976,800,787.34 元，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08,169,401.86 元，资产负债率为 25.09%（上述数据经审计）。 

3、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2 月 23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建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乍浦中山西路 999 号（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

楼 301 室） 

经营范围：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的设计、建设、运行维护，

合同能源管理，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光伏材料的研发、

销售，煤炭批发经营，经济信息咨询，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仪表、电子元器件、

电线电缆、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劳保用品、消防用品、包装材料、钢材、机电设

备、建筑材料、日化用品、工业用脱盐水及其它工业用水、粉煤灰、煤渣、脱硫石

膏的销售。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3,112,399.67 元，负债总额 36,868,167.39

元，净资产 116,244,232.28 元，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56,756,764.14 元，资

产负债率为 24.08%（上述数据经审计）。 

4、浙江嘉佳兴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03 月 12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韩建红 

注册资本：15,000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滨海大道 2288 号（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

1 号楼 3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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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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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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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5,071,552.43 元，负债总额 189,673.47

元，净资产 194,881,878.96 元，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资产负债率为 0.10%

（上述数据经审计）。 

5、浙江嘉化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1 月 4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邵生富 

注册资本：50,000 万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广益路 819 号 511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发电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

热发电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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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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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嘉化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暂无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预计新增担保，公司目前尚未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担保的额度范围内签署担保文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

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上述公司与各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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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满足公司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23 年日常生产经营及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且被担保对象均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控股 70%以上的子公司或控股 70%以上的孙公司，风险可控。根据公

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公司对外担保应当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

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且反担保具有可执行性，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

70%以上的子公司或控股 70%以上的孙公司提供担保不适用本条关于反担保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已设立和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是为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并采取了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能控制风险，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

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予以审议。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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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汪建平先生、

邵生富先生、沈高庆先生、管思怡女士已回避表决。 

公司结合 2022年度及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 2023年度关

联交易有关业务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320,206 万元（不含税）。在上述总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内，根据公司与各关联交易主体实际业务发生的需要，公司与各关联交易

主体之间的发生额可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及子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此次预计的 2023 年度

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

联交易事项时已回避表决，我们对该议案无异议。”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表决时进行回避。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1、 采购商品/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 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税，

万元） 

2022 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

税，万元） 

2022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总额

(不含税,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

2022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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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化工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730 

5,780 

7,260.31  采购服

务、劳务 
4,950 

浙江美福石

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708 1,708 1,010.86  

浙江兴兴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600 600 279.27  

浙江港安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2,000 2,000 681.79  

浙江浩星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200 

30 

-  采购服

务、劳务 
170 

嘉兴兴港热

网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20 20 2.14  

嘉兴市江浩

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0 

85 

91.97  采购服

务、劳务 
65 

嘉兴市港区

工业管廊有

限公司 

租赁业务 550 550 343.74  

嘉兴港安通

公共管廊有

限公司 

租赁业务 251 251 106.60  

嘉兴协成船

舶污染防治

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30 30 -  

嘉兴杭州湾

石油化工物

流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787 787 -  

浙江永昊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 - 1,784.94  

合计  17,026 17,026 11,561.62  

2、出售商品/运输、装卸、租赁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 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税，

万元） 

2022 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

税，万元） 

2022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总额

(不含税,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

与 2021 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三江化工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62,970 

46,000 
22,022.89 

蒸汽用量低于

预期 提供商品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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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

务、劳务 
1,11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2,060 

浙江兴兴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45,350 

35,000 

30,572.99 
蒸汽用量低于

预期 

提供商品 1,550 

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 
900 

提供服

务、劳务 
10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7,800 

浙江三江化

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23,650 

21,600 

17,057.68  

提供商品 630 

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 
1,00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420 

嘉兴市三江

浩嘉高分子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730 

630 

377.87  

提供商品 2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80 

三江乐天化

工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7,000 

6,500 

3,631.37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500 

浙江美福石

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蒸汽 

9,738 

6,700 

6,029.67  

提供商品 10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2,500 

提供租赁 438 

浙江嘉化双

氧水有限公

司 

提供蒸汽 

3,023 

400 

7.91  提供商品 2,600 

提供服

务、劳务 
23 

嘉兴兴港热 提供蒸汽 33,011 33,000 28,8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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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有限公司 提供服

务、劳务 
11 

嘉兴市泛成

化工有限公

司 

提供蒸汽 

6,183 

48 

2,994.97  

提供商品 6,000 

提供租赁 80 

提供服

务、劳务 
55 

嘉兴杭州湾

石油化工物

流有限公司 

提供服

务、劳务 
70 70 0.00  

浙江三江思

怡新材料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620 

500 
173.56  

提供商品 120 

嘉兴氢能产

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 1,000 1,000 116.44  

合计  193,345 193,345 111,797.14  

注：上述 2022年度关联交易额度（总计 210,371 万元）预计事项经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 年度，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1、采购商品/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 年预计

发生金额（不

含税，万元） 

2023 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

税，万元） 

2022年1-11月

实际发生总额

(不含税,万

元) 

本次预计金

额与 2022 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91,350 

96,300 7,260.31 
增加商品采

购 
采购服务、

劳务 
4,950 

浙江美福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620 1,620 1,010.86  

浙江兴兴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50 650 279.27  

浙江港安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劳务 
2,715 2,715 6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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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浩星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 

830 -  采购服务、

劳务 
800 

嘉兴兴港热网有限

公司 

采购服务、

劳务 
20 20 2.14  

嘉兴市江浩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 

125 91.97  采购服务、

劳务 
95 

嘉兴市港区工业管

廊有限公司 
租赁业务 550 550 343.74  

嘉兴港安通公共管

廊有限公司 
租赁业务 250 250 106.60  

嘉兴杭州湾石油化

工物流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劳务 
787 787 -  

浙江永昊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劳务 
5,000 5,000 1,784.94  

合计  108,847 108,847 11,561.62  

2、出售商品/运输、装卸、租赁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 年预计

发生金额（不

含税，万元） 

2023 年预计

发生总额（不

含税，万元） 

2022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总额

(不含税,万元) 

本次预计金

额与 2022 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65,350 

93,150 22,022.89 
蒸汽用量预

计增长 

提供商品 15,800 

提供服务、

劳务 
12,000 

浙江兴兴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35,000 

41,200 30,572.99 
蒸汽用量预

计增长 

提供商品 1,620 

提供服务、

劳务 
4,580 

浙江三江化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20,000 

21,830 17,057.68  
提供商品 630 

提供服务、

劳务 
1,200 

嘉兴市三江浩嘉高

分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提供蒸汽 630 

1,210 377.87  
提供商品 20 

提供服务、

劳务 
560 

三江乐天化工有限

公司 

提供蒸汽 3,000 

3,200 3,631.37  提供服务、

劳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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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福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蒸汽 4,000 

8,088 6,029.67  

提供商品 150 

提供服务、

劳务 
3,500 

提供租赁 438 

嘉兴兴港热网有限

公司 

提供蒸汽 37,000 

37,011 28,811.79  提供服务、

劳务 
11 

嘉兴市泛成化工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70 

4,200 2,994.97  

提供商品 4,000 

提供租赁 60 

提供服务、

劳务 
70 

嘉兴杭州湾石油化

工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劳务 
70 70 -  

浙江三江思怡新材

料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700 
900 173.56  

提供商品 200 

嘉兴氢能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 500 500 116.44  

合计  211,359 211,359 111,789.2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9日 

法定代表人：韩建红 

注册资本：52,600.13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乍浦开发区平海路西侧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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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陆地管道运输；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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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974,207 万元，净资产 464,462 万元，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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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 379,769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2、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韩建红 

注册资本：8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港区乍浦开发区平海路西侧（嘉兴永明石化有限公司 2 幢 308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热力生产和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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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

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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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268,033 万元，净资产 52,547

万元，主营业收入 555,633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3、浙江三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韩建红 

注册资本：42,457.3488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海盐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 1号 3 幢 301 室 

经营范围：年产：环氧乙烷 20 万吨，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副产品）

72,147.2 吨（凭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生产一乙二醇、二乙二醇、三乙二

醇；减水剂产品的研发、生产；自产产品的销售。 

浙江三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195,717 万元，净资产 61,627

万元，主营业收入 212,433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4、嘉兴市三江浩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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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韩建红 

注册资本：4,000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三期围堤内平海路西侧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聚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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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三江浩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221,583 万元，净资

产 35,046 万元，主营业收入 389,156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5、三江乐天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崔贞圭 

注册资本：4,400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港区乍浦开发区平海路西侧（嘉兴永明石化有限公司 1幢 315

室）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环氧乙烷、乙二醇、液氧、液氩、氧气、氮气。 

三江乐天化工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54,931 万元，净资产 16,795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86,382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饶火涛先生在其担

任董事职务。 

6、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3 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沈秋云 

注册资本：7,755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乍浦镇东方大道 88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丙烯、丙烷、液化石油气、硫磺、甲基叔丁基醚、混合

芳烃（芳烃抽提装置）【苯 11%、甲苯 38%、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混合二甲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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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混合二甲苯）、抽余油（己烷 42%、辛烷 23%、庚

烷 30%）、氢气、混合碳四（异丁烷 38%、异丁烯 21%、1-丁烯 14%、正丁烷 11%）

（中间产品）、干气（氢气 35%、甲烷 25%、氮气 14%）（中间产品）、粗石脑油（中

间产品）、蒸汽、沥青、热传导液、硫酸铵；不带储存经营（票据贸易）：丙烯、

甲基叔丁基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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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度总资产 233,861万元，净资产 84,47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23,846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7、浙江三江思怡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韩建红 

注册资本：15,000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盐经济开发区）海港大道 1817 号

1307-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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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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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三江思怡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53,999 万元，净资产 52,29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062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8、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3 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汪建平 

注册资本：1,32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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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杭州湾世达物流中心 6幢四单元 

经营范围：在嘉兴港区及周边区域集中供热；供热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管网

安装、维护；管道运输、租赁；销售：金属材料、保温材料、机电仪表设备。 

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10,220 万元，净资产 6,085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29,239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50%股份，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汪建平

先生、副总经理沈高庆先生分别在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董事职务。 

9、嘉兴市泛成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2 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林传克 

注册资本：1,584.94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乍浦经济开发区中山西路 1幢 101室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储存）：三氯化磷（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销售：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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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泛成化工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8,446 万元，净资产 3,238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30,675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50%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林传克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汪建平先生分别在嘉兴市泛成化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董事职务。 

10、嘉兴氢能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陈静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东西大道北侧、07 省道东侧内（综保大厦 A座 208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

营；建设工程施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移动式

压力容器/气瓶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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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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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

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管道运输设备销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运

输货物打包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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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氢能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3,008 万元，净资产 3,00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15%股份。 

11、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施章义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嘉兴港区中山中路 5号 3 楼 B301 室 

经营范围：港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化工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61,383 万元，净资产

19,28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32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持

有其 21%股份，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汪建平先生在其担任董事职务。 

12、浙江港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7日 

法定代表人：季海俊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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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兴港区嘉兴市杭州湾新经济园 24 幢 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计量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通用设备

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装卸搬运；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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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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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浙江港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8,848 万元，净资产 5,50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4,688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管思怡女士持有其 80%股份。 

13、浙江浩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鲁国兴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森禾商务广场 2 幢 10层 1001 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维修、销售：环保设备，

节能设备；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浙江浩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1,540 万元，净资产 1,418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679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4、嘉兴市江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管建忠 

注册资本：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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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陡门村村委会北原万寿山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蔬菜种植；水果种植；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批发；农业园艺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城市绿化

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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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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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嘉兴市江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21年度总资产 3,029万元，净资产 3,028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46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5、嘉兴市港区工业管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管建忠 

注册资本：1,300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乍浦经济开发区平海路西侧 

经营范围：在嘉兴港区化工园管廊建设管理经营、管廊出租、市政建设项目的

投资开发和经营。 

嘉兴市港区工业管廊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10,873 万元，净资产 3,335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2,112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6、嘉兴港安通公共管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8日 

法定代表人：夏帅 

注册资本：1453.6433万元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沪杭路 351 号东大楼五楼西面第一间 

经营范围：公共管廊建设、经营、租赁与管理。 

嘉兴港安通公共管廊有限公司 2021年度总资产 4,603万元，净资产 2,222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7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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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持

有其 13.76%股份，公司合营公司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持有其 6.26%股份。公司监

事会主席宋建平先生、财务负责人杨军先生分别在其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17、浙江永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汪丽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山末址村 1098 号 15 幢 602 室 

经营范围：从事太阳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照明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电池、太阳能发电控制设备的销售；机电设备的安装（限上门）；

太阳能光伏工程、照明工程的设计、施工；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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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永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 10 万元，净资产 8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0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韩建平先生 2022 年 7

月前持有该公司 95%股权且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按照相关规定，认定该公司为

关联方至 2023 年 7月。 

上述各关联方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多年贸易往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

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并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采购原料和销售商品、服务及租赁、销售商品和服务等方

面的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

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仅为公司根据目前情况的预计结果。

由于大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较大，在 2023年度内，若估算关联交易金额将会超出本

次预计额度，将在实际交易额超出本次预计额度前就预计超出数额重新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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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发生的交易。 

1、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

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予以审议。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