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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3-008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

于 2013 年 4 月 1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2013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

亲自出席董事 8人（张凤玺董事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董事会，也未授权其他董

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到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2年度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2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2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2 年度净利润为

10805771.70元，加上 2011年未分配利润-36205482.44 元，2012年度末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25399710.74元。鉴于公司 2012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201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 2012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符合公司客观实际。 

四、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 度 报 告 及 其 摘 要 的 议 案 》（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吴景贤董事、林青董事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预计2013

年度金额 

2012年度 

金额 

产品购销 防潮高密度板、中纤

板购销等 

福建汇洋林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3200 2219.03 

合计   3200 2219.03 

六、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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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将公司在 2014年 6月 30日前向各家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情况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 

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为 55000万元，具体为： 

银行名称 金额（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永安支行 2000 

中国农业银行永安林产业支行 8000 

中国银行永安支行 4000 

兴业银行永安支行 8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安市支行 25000 

交通银行厦门分行 2000 

其它金融机构 6000 

合计 55000 

公司可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随时申请借款（含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及信用证等）。其它金融机构是指除上述指明的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 

七、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独立董

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八、会议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公司在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

等方面均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使得上述活动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

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能够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

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建设，为公司长期、稳定、规范、

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九、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2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请公

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审计业务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继续担任本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 1 年，审计

费 68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连续为公司服务 9年。 

十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年度奖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提取 40 万元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奖励，并授权公

司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具体办理。 

十二、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国

家开发银行申请最高额抵押、质押贷款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经与国家开发银行协商并经公司董事会

研究同意：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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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公司目前已为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的资产，向国家

开发银行申请包含现有贷款在内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外币贷款按当

期汇率兑换成人民币计算）的最高额抵押、质押贷款。目前已为国家开发银行贷

款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的资产包括：公司自有的 723821 亩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

用权（抵押时评估值 1,152,513,000元）；连城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133262

亩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抵押时评估值 172,256,600 元）；永安人造板厂三

期工业厂房及三宗工业用地，建筑面积合计 37936.64 平方米，用地面积

213292.35 平方米（抵押时房产评估值 42,827,933 元,土地评估值 56,232,782

元）；永安人造板厂三期机器设备（抵押时评估值 326,350,308元）；公司持有的

漳平市燕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51.28%股权(质押时账面净值 25,346,216 元)。 

2、在最高额抵押、质押贷款额度内，公司以上述资产为与国家开发银行 2001

年 5月 11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签订的全部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质押担

保。 

3、目前公司上述资产已为以下合同提供担保： 

（1）合同编号：3500310462001021007（借款金额 18760 万元，借款余额

6900万元）。 

（2）合同编号：3500020462005020009（借款金额 21000 万元，借款余额

18060万元）。 

（3）合同编号：3500020462008020368（借款金额 2100 万美元，借款余额

1700万美元）。 

（4）合同编号：3500020462009020006（借款金额 12000 万元，借款余额

11080万元）。 

（5）合同编号：3500020462009020554（借款金额 9680万元，借款余额 8580

万元）。 

十三、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下属福建省永惠林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下属福建省永惠林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经公司董事会

研究：同意为公司下属福建省永惠林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永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2000万元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壹年。 

十四、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用公

司林木资产为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根据贷款行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

定：同意用公司自有的 17193 亩林木资产[经福建同人大有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同大评报字（2013）第 018 号），评估值 5194.2 万元]，为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永安林产业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银行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限至 2015年 12 月 31日。 

十五、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授权

公司对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出售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在 2014 年 6 月

30日前，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光大银行”605

万股；“兴业银行”484 万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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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以上第 1、2、3、4、5、6、10、12、13、14、15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2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