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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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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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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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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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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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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7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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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开展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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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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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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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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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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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2 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 2022年度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浙江嘉化能源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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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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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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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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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计划开展 2022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如下： 

一、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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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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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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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有效期从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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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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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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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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化能源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SH600273                                                                        10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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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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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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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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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亿元融资担

保，自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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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4 将来设立、收购的全资子公司 100 30,000 

5 将来设立、收购的控股子公司 - 20,000 

合计   130,000 

在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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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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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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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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40,252.42 万元，负债总额 13,926.81 万元，

净资产 126,325.61 万元，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7,837.42 万元，净利润

5,589.1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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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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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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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16,493.91 万元，负债总额 28,094.65 万元，

净资产 88,399.26 万元，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2,169.31 万元，净利润

13,984.9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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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5,101.10万元，负债总额 3,922.66 万元，

净资产 11,178.44万元，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773.79万元，净利润 262.6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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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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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化能源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SH600273                                                                        14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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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佳兴成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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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满足公司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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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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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4%，无逾期担保。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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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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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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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 月 30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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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瑛山先生、管思怡女士已回避表决。 

公司结合 2021 年度及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 2022 年度关

联交易有关业务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及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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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06 万元（不含税）。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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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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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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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预计发

生金额（不含税，

万元） 

2021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税，

万元） 

2021年 1-11实

际发生总额(不

含税,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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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0 

17,400 4,581.31 
实际采购情况低

于预期 
采购服

务、劳务 
2,950 

浙江美福石 采购商品 742 742 5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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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浙江兴兴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 500 308.63  

浙江港安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1,798 1,798 313.39  

浙江浩星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20 20 3.35  

浙江嘉化双

氧水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20 20 0.00  

嘉兴兴港热

网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20 20 9.24  

嘉兴市江浩

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59 

150 83.69  采购服

务、劳务 
91 

嘉兴市港区

工业管廊有

限公司 

租赁业务 300 300 281.18  

嘉兴港安通

公共管廊有

限公司 

租赁业务 61 61 52.29  

嘉兴协成船

舶污染防治

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250 250 39.62  

嘉兴杭州湾

石油化工物

流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 26.87  

合计  21,261 21,261 6,226.92  

2、出售商品/运输、装卸、租赁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年预计发

生金额（不含税，

万元） 

2021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税，

万元） 

2021年 1-11实

际发生总额(不

含税,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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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70 

44,720 15,795.23 

蒸汽用量低于预

期，脂肪醇未发

生交易 

提供商品 13,940 

提供服

务、劳务 
1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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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兴兴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22,340 

34,150 26,442.08 

尚有一个月交易

未计入，码头运

输、装卸服务低

于预期 

提供商品 1,970 

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 
1,300 

提供服

务、劳务 
10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8,440 

浙江三江化

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12,000 

15,540 9,422.25 

蒸汽用量、合同

能源管理低于预

期 

提供商品 640 

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 
2,50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400 

嘉兴市三江

浩嘉高分子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630 

850 384.90  

提供商品 2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200 

三江乐天化

工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5,580 

6,280 5,304.84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700 

浙江美福石

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蒸汽 2,000 

4,952 4,055.62  

提供商品 41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2,500 

提供租赁 411 

浙江嘉化双

氧水有限公

司 

提供蒸汽 250 

2,818 2,299.85  提供商品 2550 

提供服

务、劳务 
18 

嘉兴兴港热

网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27,000 

27,011 23,401.74 

尚有一个月交易

未计入,服务等

为年度结算，12

月才会发生 

提供服

务、劳务 
11 

嘉兴市泛成

化工有限公

提供蒸汽 48 
6,663 4,427.58  

提供商品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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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提供租赁 80 

提供服

务、劳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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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43,054 143,054 91,534.09  

注：上述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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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预计发

生金额（不含税，

万元） 

2022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税，

万元）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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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商品 5,780 

10,330 4,581.31 
预计增加采购

额 
采购服

务、劳务 
4,550 

浙江美福石

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1,708 1,708 527.34  

浙江兴兴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600 600 308.63  

浙江港安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2,000 2,000 313.39  

浙江浩星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30 

20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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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嘉兴市江浩

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85 

150 83.69  采购服

务、劳务 
65 

嘉兴市港区

工业管廊有

限公司 

租赁业务 550 550 2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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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港安通

公共管廊有

限公司 

租赁业务 251 251 52.29  

嘉兴协成船

舶污染防治

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30 30 39.62  

嘉兴杭州湾

石油化工物

流有限公司 

采购服

务、劳务 
787 787 26.87  

合计  16,626 16,626 6,2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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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金额（不含税，

万元） 

2022年预计发

生总额（不含税，

万元）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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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 

62,970 15,795.23 

预计蒸汽用量

增加；增加存储

服务 

提供商品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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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40 

28,690 26,4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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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浙江三江化

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 

提供蒸汽 12,000 

14,050 9,422.25 
预计蒸汽用量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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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730 384.90  

提供商品 2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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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乐天化

工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6,500 

7,000 5,3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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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4,038 4,055.62  

提供商品 100 

提供运

输、装卸

服务 

1,300 

提供租赁 438 

浙江嘉化双

氧水有限公

司 

提供蒸汽 400 

3,023 2,299.85  提供商品 2,600 

提供服

务、劳务 
23 

嘉兴兴港热

网有限公司 

提供蒸汽 33,000 

33,011 23,401.74 
预计蒸汽用量

增加 提供服

务、劳务 
11 

嘉兴市泛成

化工有限公

司 

提供蒸汽 48 

6,183 4,4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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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515 -  

提供商品 15 

嘉兴氢能产

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 1,000 1,000 -  

合计  161,280 161,280 91,5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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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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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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872,376 万元，净资产 493,827 万元，营业

收入 318,909万元，净利润 72,2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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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总资产 280,912 万元，净资产 59,727

万元，营业收入 481,585 万元，净利润 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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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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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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总资产 137,331 万元，净资产 56,165

万元，营业收入 213,567 万元，净利润 1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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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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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120,003 万元，净资

产 49,237万元，营业收入 337,719万元，净利润 14,3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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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植 

注册资本：4,4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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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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50,413万元，净资产 24,605 万元，营

业收入 65,786万元，净利润 3,2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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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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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226,701万元，净资产 76,932

万元，营业收入 272,895 万元，净利润 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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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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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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总资产 13,367 万元，净资产 13,059

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3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8、浙江嘉化双氧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3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周生国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中山西路 

经营范围：双氧水的生产。（凭有效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经

营）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贸易信息咨询服务。 

浙江嘉化双氧水有限公司 2020年度总资产 6,438万元，净资产 3,287 万元，营

业收入 4,847万元，净利润 545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30%股份；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汪建平

先生在其担任董事职务。 

9、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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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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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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8,094万元，净资产 5,596 万元，营业

收入 19,430万元，净利润 1,3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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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董事职务。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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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6,000万元，净资产 3,297 万元，营

业收入 19,688万元，净利润 3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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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嘉兴氢能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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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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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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15%股份，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牛瑛山

先生在其担任董事职务。 

嘉兴氢能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暂无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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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化能源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SH600273                                                                        28 / 32 

 

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总资产 54,063 万元，净资产

19,991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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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牛瑛山先生在其担任董事职务。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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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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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8,918万元，净资产 4,793万元，

营业收入 8,160万元，净利润 1,031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管思怡女士持有其 80%股份。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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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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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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1,521万元，净资产 1,273万元，

营业收入 699万元，净利润 103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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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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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3,091万元，净资产 3,090万元，

营业收入 234万元，净利润-38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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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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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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7,946万元，净资产 2,638万元，

营业收入 1,214万元，净利润 192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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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总资产 2,386万元，净资产 1,911万元，

营业收入 751万元，净利润 293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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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董事兼副总经理牛瑛山先生、财务负责人杨军先生分别在

其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18、嘉兴协成船舶污染防治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6月 7日 

法定代表人：夏帅 

注册资本：1,4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平湖市独山港镇乍全公路北侧(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三号楼

311室) 

经营范围：提供船舶污染物(船舶生活垃圾除外)接收服务;船舶溢油应急救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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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海洋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船舶、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的租赁及维护;布放

围油栏的技术服务。(涉及资质的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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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协成船舶污染防治有限公司 2020年度总资产 1,048万元，净资产 965万元，

营业收入 122万元，净利润 10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71%股份，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牛瑛山先生及财务负责人杨军先生分别在

嘉兴协成船舶污染防治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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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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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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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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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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

汪建平先生、邵生富先生、牛瑛山先生、管思怡女士已回避表决。请各位股东及股

东代表予以审议，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