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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杭州

市滨江区江虹路 768 号浙农科创园 3 号楼 8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包中海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董事包中海、夏晓峰、姚瑶、

曹勇奇、曾跃芳、王华刚系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23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

2023 年度，公司拟与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开展总额不超过

145,000 万元（含）的关联交易。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盐湖辉

隆南方贸易有限公司等预计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司，为持有公司下属

控股企业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控制的企业、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的参股公司

或联营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企业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期限



 

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预计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相关部门负责

办理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 号）。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拟于 2023 年度对外开展总额不

超过117.05亿元（含）担保。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开展总额不超过116.17

亿元（含）对外担保；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联营企业开展总额不超过 0.88 亿元

（含）对外担保。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担保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华

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 0.20

亿元（含）；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下属控股企业、控股企业

之间及其内部担保额度为 115.97 亿元（含）。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审批的担保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相关

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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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不超过 12 个

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 号）。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与国内资信

较好的商业银行开展合计共享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含）的票据池业务，

有效期限为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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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不超过 12 个月）。有效期内，上述票据池额度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议案票

据池额度及期限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票

据池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 号）。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

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有效避免外汇市场、经营商品价格的波动所带来的业务经营风险，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在保障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有效控

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2023 年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

最高额度为 3.72 亿美元或等值货币，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最高额度为

人民币 1.68 亿元。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套期保

值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上述套

期保值业务在限定额度内可循环使用，有效期限为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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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不超过

12 个月），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

额）不超过该预计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 号）。公司独立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项目投资等资

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2023 年度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6.5 亿

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议案投资理财额度及有效期限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

控股企业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投资理财额度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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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不超

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 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于 2023 年度向合作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 亿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在本议案授信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公司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授信期

限为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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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

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http://www.cninfo.com.cn/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 号）。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 2023 年度预计对外捐赠 500 万元（含），将用于支持

疫情防控、医疗建设、乡村扶贫助学等在内的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公司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对外捐赠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公司及下属

控股企业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对外捐赠额度期限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 号）。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定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109 号）。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