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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4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10日在北

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七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

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下属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提高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

融资能力，根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为统筹安排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

融资活动，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信贷业务

以及其他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保理、供应链金融等）提供担保，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含

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下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相互提供银

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的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之日止。

为了满足各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求，经各级控股子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要测算，公司董

事会同意将上述7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分配至有担保需求的各级控股子公司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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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

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6月10日，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自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为了满

足各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求，将7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分配至有担保需求的各级控股子公

司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发挥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市场融资功能，满足各级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

资金需求，公司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融资业

务提供信用担保。经初步测算，公司2019年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共计不超过70亿元，各子公司具体额度如下表：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拟提供最高担保额度（万元）

1 杭州富阳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40,000

2 南通九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3 四川锐恒润滑油有限公司 7,000

4 甘肃东方瑞龙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14,000

5 甘肃东方园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6 临汾东方园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8,000

7 宁夏莱德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5,000

8 深圳市洁驰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9 江苏盈天化学有限公司 24,000

10 山东聚润环境有限公司 30,000

11 正镶白旗东方园林静脉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12 广西东方园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3 宁夏东方园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4 东方园林（平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5 上海立源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96,000

16 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21,000

17 滁州东方明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127,000

18 民权东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40,000

合 计 700,000

注：本表中的担保额度为对该子公司提供的最高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各级控股子公司

实际发生的融资为准，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有效期自2018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供并分配担保额度的担保对象系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结束之日前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获得担保额度的控股

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以上担保额度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子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要测算，并与相关

银行和金融单位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以各级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为

准，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融

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就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均是应公司日

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为了满足各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求，经各级控股子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要测算，公司董

事会同意将7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分配至有担保需求的各级控股子公司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商业惯例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

保额度为29.39亿元， 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23.04%；实际担保余额为9.1311亿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的7.16%，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控股

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附表：获得担保额度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地

设立时

间

股权

占比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负债合计

杭州富

阳金源

铜业有

限公司

朱忠

全

浙江省

杭州市

富阳区

环山铜

工业功

能区

2004年4

月30日

100%

阳极铜冶炼;标准阴极

铜、无氧铜杆、黄金、白

银、钯、铂、粗硒、硫酸铅

生产;有色金属、稀有金

属批发,零售;货物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

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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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 592,133,134.83 116,677,306.69 478,527,544.55 -40,561,115.79 -40,557,053.85 475,455,828.14

南通九

洲环保

科技有

限公司

李斌

南通市

如皋市

长江镇

规划路

1号

2014年8

月26日

80%

环保设备研制、开发;危

险废物处置;为企业提

供固废处理技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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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 365,806,311.02 122,864,872.88 56,547,568.53 6,683,457.38 6,663,469.83 242,941,438.14

四川锐

恒润滑

油有限

公司

廖勇

四川什

邡经济

开发区

(北区)

2013年12

月6日

100%

润滑油销售、五金交电、

包装材料、日用百货、建

辅建材、机械设备、机电

设备、环保设备、电子产

品、管道配件、工艺品的

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环

境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和服务;环

保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

工 ;机电设备、环保设备

维修;自有设备租赁;本

企业货物、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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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0,000 21,979,760.59 8,284,493.75 - -823,495.19 -810,932.69 13,695,266.84

甘肃东

方瑞龙

环境治

理有限

公司

李炳

余

甘肃省

酒泉市

金塔县

中核产

业园

2016年12

月27日

60%

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

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

管理;低水平放射性固

体废物处理及相关领域

的科研、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湿地环

境监测;地质环境监测;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工程勘

察设计。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危险货物运输(9

类)、放射性物品(一、二、

三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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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65,348,682.05 16,450,259.15 - -2,050,482.67 -2,032,455.56 48,898,422.90

甘肃东

方园林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

石艾

帆

甘肃省

酒泉市

金塔县

北河湾

循环经

济产业

园

2017年5

月26日

100%

环保技术研发、咨询、服

务;机电设备销售及安

装:环保材料、金属材料

批发零售;环保工程设

计、施工;固体废物收集

处置、危险废物收集处

置,医疗废弃物收集处

置,废旧金属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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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2,902,981.92 -970,078.02 - -782,751.83 -782,708.10 3,873,059.94

临汾东

方园林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

石艾

帆

洪洞县

赵城煤

焦化深

加工园

2017年8

月8日

100%

危险废物经营:工业危

废、医疗废物的收集、运

输、处置、综合利用及产

品销售(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所列危险废物凭许

可证经营);环保设备和

技术的研发、设计、技术

咨询服务;环保装备制

造;环保工程设计和工

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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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11,017,373.72 -1,726,543.64 - -1,429,663.39 -1,310,703.74 12,743,917.36

宁夏莱

德环保

能源有

限公司

朱雷

吴忠太

阳山开

发区新

材料园

区

2012年3

月21日

100%

燃料油、助燃油、废机

油、渣油、废矿物油、蜡

油、溶剂油、石蜡、氯化

石蜡、污油泥的加工生

产及销售;HW08废矿物

油、HW09油/水、烃/水

混合物或乳化液

(900-006-09使用切削

油和切削液进行机械加

工过程中产生油/水、烃

/水混合物)的收集、贮

存、、利用(按《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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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72,689,534.94

-19,079,

419.81

28,148,772.00 -31,893,875.26 -32,170,736.47 91,768,954.75

深圳市

洁驰科

技有限

公司

李建

光

深圳市

宝安区

沙井街

道新桥

新发工

业区新

发二路

13号厂

房1栋2、

3层、2栋

2007年1

月4日

70%

环保机器设备及其原材

料、金属材料、电子产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 )的技术开发(不含生

产、加工)及销售;环保设

施用设备的生产;计算

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国内贸易;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项目除外)^

65,625,000 365,303,588.74 8,062,848.61 154,980,230.00 -55,742,301.65 -51,506,633.93 357,240,740.13

江苏盈

天化学

有限公

司

杨水

清

常州市

新北区

龙江北

路1508

号(春江

镇化工

园区内)

2006年6

月13日

60%

危险化学品的制造:废

液的综合利用和处理、

处置;甲醇、二丁醚、磷

酸、硫酸、 四氢呋喃、丁

酮、丙酮、异丙醇、二丙

酮醇、正己烷、石油醚、

正庚烷、1,2-二氯乙烷、

甲苯、乙醇、甲基异丁基

酮、乙酸甲酯、乙酸乙

酯、乙酸丁酯、乙腈、二

甲苯、二异丁基甲酮、二

氯甲烷、乙酸、乙酸酐、

聚酯多元醇的制造、加

工。二乙二醇、丙三醇、

乙二醇、N-甲基吡咯烷

酮、丙二醇、光阻液

(EKC、EBR)、润滑油、八

氟戊醇、四氟丙醇、丙二

醇单甲醚、碳化硅、聚乙

二醇、PCB线路板、电子

零件、五金器具、表面处

理剂、工业油脂、工业

盐、聚合甘油(除危化

品)的制造、加工;聚酯多

元醇组合料、聚醚多元

醇、聚醚多元醇组合料、

聚异氰酸酯组合料、聚

氨酯组合料、聚乙烯、丙

三醇(甘油)进出口及批

发业务;环保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保

洁服务;河道清淤工程、

非爆破性建筑物拆除工

程的施工;固体废物、生

活污泥、工业污泥的收

集和清运及安全处置

(以上不含危险废物);工

业水池及储罐的清洗;

绿化工程的养护、设计、

施工;废旧物资回收(除

危险废弃物的回收);国

内货运代理;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涉及国

家特别管理措施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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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14,250 178,235,627.98 119,585,176.12 54,749,587.25 18,978,188.19 17,993,817.76 58,650,451.86

山东聚

润环境

有限公

司

吴玉

祥

山东省

淄博市

高青县

高城镇

一号路

1号

2017年7

月15日

70%

水、固体废弃物处理技

术咨询;环保设施运营

管理;工业废物综合处

置与资源化相关配套设

施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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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80,000 6,883,985.90 2,024,364.10 - -442,555.47 -373,712.40 4,859,621.80

正镶白

旗东方

园林静

脉科技

有限公

司

吴玉

祥

内蒙古

自治区

锡林郭

勒盟正

镶白旗

明安图

镇道西

工业园

区

2018年3

月27日

7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的收集、贮存、综

合利用、处置与销售(国

家危险废物各目录所列

危险废物凭许可经营

证 );环保设备和技术研

发、设计;技术咨询服务;

环境装备制造;环保工

程设计、总承包;环境监

测。

30,000,000 926,695.80 926,695.80 - -220,588.68 -220,487.31 1,147,183.11

广西东

方园林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

李明

广西钦

州市钦

南区沙

埠镇海

棠村委

2017年6

月12日

100%

环保技术推广、技术咨

询、技术研究;工艺技术

服务;机电设备的销售

及安装;环保材料销售;

环保工程设计、施工;黑

色金属、有色金属的销

售(稀有金属除外);有色

金属技术开发和咨询;

环境治理;固体废物收

集处置及利用、危险废

物收集处置及利用。

100,000,000 2,014,756.53 2,014,756.53 - -660,040.13 -659,675.13 2,883,895.18

宁夏东

方园林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

朱雷

吴忠太

阳山开

发区新

材料园

区

2017年10

月16日

100%

环保科技推广、技术咨

询、技术研究及工艺技

术服务;油田技术服务;

环保装备、机电设备的

生产及销售;环保材料

的销售;环保工程设计、

施工和总承包***(管控

要素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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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96,953.36 196,953.36 - -686.30 -686.30 197,639.66

东方园

林（平

原）环

境科技

有限公

司

石艾

帆

山东省

德州市

平原县

城区贺

家行巷

11-1

2016年11

月25日

100%

医疗废物、工业危险废

物的收集、运输、处置、

综合利用及销售(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所列危险

废物凭许可证经营);环

保设备和技术的研发、

设计、技术咨询服务;环

保装备制造;环保工程

设计和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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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751,332.43 751,332.43 - -107,990.51 -107,990.51 91,541.70

中山市

环保产

业有限

公司

宋

应

民

中山市

孙文东

路濠头

路段宏

兴楼二

楼

1987年

11月23

日

100%

承接环境污染防治工

程、市政工程、建筑工

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运营（以上项目与资质

证同时使用，不涉及外

商投资产业禁止、限制

类））；机电安装工程

（不含电力承装承修）；

环保工程技术咨询、设

计；环保高新技术及设

备的开发与研究；园林

环境景观的设计；园林

绿化工程；绿化管理

221,344,720 2,710,254,505.58 892,910,859.60 794,808,754.34 125,650,683.58 107,849,628.90 1,817,343,645.98

上海立

源生态

工程有

限公司

徐

立

群

上海市

闵行区

东川路

555号乙

楼4068

室

2004年

2月9日

100%

生态工程,从事水处理技

术、环保专业领域的技

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水处理

设备、水处理自动化控

制加工、制造、安装、调

试、销售,销售水处理设

备配件,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

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工程类项

目凭资质经营),风景园

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

园林古建筑工程,花卉苗

木、建筑材料、园林机械

设备、体育用品、园艺用

品的销售,绿化养护,机

械设备销售及租赁。

300,000,000 874,786,345.69 212,206,880.07 285,712,750.73 19,291,010.83 18,229,397.61 662,579,465.62

滁州东

方明湖

文化旅

游有限

公司

童

宣

所

安徽省

滁州市

中都大

道1577

号(世贸

大厦)B

楼商务

办公单

元1307

室

2018年

6月4日

80%

文化旅游项目、城镇化

建设项目、房屋建设项

目、市政公用工程、园林

景观工程、水生态治理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投资、建设、管理、运营;

工程技术服务;景区运

营、旅游景区经营;物业

管理;个人、企业形象设

计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各类广告;酒店管理;

城市文化及品牌宣传推

广;旅游项目策划;旅游

咨询服务;建材、机械设

备、工艺品批发及零售;

体育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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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600,000 171,376,370.07 168,200,000.00 - - - 3,176,370.07

民权东

发投资

建设有

限公司

贺

兴

华

民权县

特色商

业区波

尔多风

情街

2017年

8月7日

60%

以自有资金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的投资;市政公

用工程;市政设施管理;

绿化管理服务;河湖治理

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水

污染治理;房屋建筑;建

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

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

务;工程勘察设计;规划

管理服务;企业管理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124,000,000 331,604,055.10 124,000,000.00 - - - 207,604,0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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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议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于2019年6月20日下午2:00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

104号楼一层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时，公司控

股股东何巧女女士提请公司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何巧女女士现持有公司38.39%的股份。公司董事会认为：提案人身份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划》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并且有明确议题；提案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无变化。增

加临时议案后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集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交易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下午15:00至2019年6

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一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

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4日

6、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6月14日（周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18年董事会报告》；

3、《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4、《2018年财务报告》；

5、《2018年监事会报告》；

6、《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0、《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第1-4、6-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10项议案已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刊登在2019年4月22日、2019年6月1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述第5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刊登在2019

年4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述第6-9项议案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第6项议案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

述职报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18年董事会报告》 √

3.00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财务报告》 √

5.00 《2018年监事会报告》 √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

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3、登记时间：2019年6月17日（周一）上午9:00-11:00，下午13:00-18:00；异地股东可凭以

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邮件方式登记 （须在2019年6月17日下午四点之前送达公司或邮件发

送至指定邮箱），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7层证券发展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1、联系人：夏可钦、陈旺

2、联系电话：010-59388886

3、 联系邮件：orientlandscape@163.com

4、 会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一层。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10

2、投票简称：东园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18年董事会报告》 √

3.00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财务报告》 √

5.00 《2018年监事会报告》 √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0 《2018年董事会报告》

3.00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4.00 《2018年财务报告》

5.00 《2018年监事会报告》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0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0.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2019年6月14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_______

股，拟参加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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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6月1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许洪昌先生（简历附后）担任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任期自选举之日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附：简历

许洪昌，男，1964年11月出生，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中共党员，1983年6月起在公司任职，

历任公司车工分厂工长、专职团总支书记、调度，公司车工分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宝塔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车工分厂厂长党支部书记。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

票50,000股；与控股股东以及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条件。

证券代码：000595� � �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19-044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

6月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6月10日以通讯会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9人，会议由董事长王静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吕梅玲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法务总监，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

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日

附：简 历

吕梅玲，女，1970年10月出生，回族，大学本科学历，法学专 业，中共党员，具有律师资格、

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劵从业资格， 曾任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室主任、证劵法务部

部长、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律师部总监。吕梅玲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证券代码：000595� � � � � �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19-042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9年6月10日15:30；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6月9日15:00一2019年6月10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630号本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王静波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13人，股份399,987,02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3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399,

948,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3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8,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等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

公告。

所有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下表：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序号 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1 当选 399,982,424 99.999 4,600 0.001 0 0

议案2 当选 399,982,424 99.999 4,600 0.001 0 0

议案3 当选 399,982,424 99.999 4,600 0.001 0 0

序号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比例

（%）

反对（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1 34,000 88.083 4,600 11.917 0 0

议案2 34,000 88.083 4,600 11.917 0 0

议案3 34,000 88.083 4,600 11.917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新中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哈如、丁立军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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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证券代码：002057）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19年6月6日、6月10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5.4.3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自查，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公司自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未发现将要

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

4．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经公司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公司问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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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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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月11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琼调查字201900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司已于2019年1月12日、1月15日披露了上述信息（公告编号：

2019-005、2019-007），并于2019年2月12日、3月12日、4月12日、5月11日披露了立案调查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临2019-021、临2019-032、临2019-069）。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立案调查仍在进行中，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的结论性意

见。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如本公司因此被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

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

违法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1.11.3条的要求，每月至少

披露一次公司被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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