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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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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以信息、电子邮件及
电话的方式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９日发出。董事会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
席董事８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８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邹艾艾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发行监管问答一一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修订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公司董事会对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事项认真进
行了自查和论证， 据此确认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规
定，具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和资格。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面值为１．００元／股。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２、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十二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
川发环
境”）和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称“
世纪地和”）。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４、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４．８４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
不含定价基准日）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
公司Ａ股股票交易均价 （
易总成交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易总成交量）的８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Ｐ１＝Ｐ０－Ｄ；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Ｐ１＝Ｐ０／（
１＋Ｎ）；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Ｐ１＝（
Ｐ０－Ｄ）／（
１＋Ｎ）。
其中，Ｐ１为调整后发行价格，Ｐ０为调整前发行价格，Ｄ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Ｎ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数。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配股的除权事项，则由双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所确定的配股除权原则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５、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３２４，３８０，１６５股（
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３０％，最
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发行对象拟认购金额和认购股数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１

川发环境

２

认购股份数量上限（
股）
２５９，５０４，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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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金额上限（
万元）
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世纪地和

６４，８７６，０３３

３１，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２４，３８０，１６５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

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
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等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不作调整；发生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数量需要调整的，本次发行数量
上限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６、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川发环境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
世纪地和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８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安排。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７、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８、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９、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０、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１５７，０００万元（
含本数），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表决结果：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三）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５号－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制的《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川发环境、世纪地和，川发环境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世纪地和为持有公司持股５％以上的股东。 因此，川发环境、世纪地和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
成关联交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０４４）。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五）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编制的
《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六）以８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根据中国证监会《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５００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０４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世纪地和为战略投资者并与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
（
议〉的议案》
战略合作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同意世纪地和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并与其签署《
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关于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战略投资者并与公司签署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６）。
关联董事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以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川发环境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以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世纪地和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关联董事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
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国办发［
根据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３］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关于
１１０号）、《
２０１４］１７号）以及中国证监会《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５］３１号）的有关规定，同
意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事项进行认真分析并制定的填补措施。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就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８）。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十一）以８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订〈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２０一２０２２年）〉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订的《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２０一２０２２年）》。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
（
十二）以４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便于本
次发行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和发行时的具体情况，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定和实施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间、最终发行数量、募集资金规模等具体事宜；
２、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协
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股份认购合同、战略合作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
的相关协议等，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登记、备案等手续；
３、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报送、修改、补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材料，回复中国证监会等相
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４、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５、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６、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７、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有
关政府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
包括对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８、在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及《
除第４、５项授权有效期至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有效， 上述其他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公司董事会拟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办
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事务。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张根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十三）以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川发环境免于要约收购
的议案》
本次发行前，川发环境直接持有上市公司２５．３１％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川发环境拟参与上市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３２４，３８０，１６５股测算，川发环境拟认
购公司２５９，５０４，１３２股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川发环境将持有上市公司５３３，１７４，１３２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３７．９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导致其触发《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 川发环
境已承诺其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待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后，川发环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新股的行为符合《
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四）以８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总体工作安排及川发环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
需取得有权国资监管部门批准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暂不召开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待
相关工作及事项准备完成后，具体将另行适时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２）。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２、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十二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
川发环
境”）和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称“
世纪地和”）。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４、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不含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４．８４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
公司Ａ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
易总成交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易总成交量）的８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Ｐ１＝Ｐ０－Ｄ；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Ｐ１＝Ｐ０／（
１＋Ｎ）；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Ｐ１＝（
Ｐ０－Ｄ）／（
１＋Ｎ）。
其中，Ｐ１为调整后发行价格，Ｐ０为调整前发行价格，Ｄ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Ｎ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数。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配股的除权事项，则由双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所确定的配股除权原则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５、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３２４，３８０，１６５股（
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３０％，最
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发行对象拟认购金额和认购股数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上限（
股）

１

川发环境

２５９，５０４，１３２

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２

世纪地和

６４，８７６，０３３

３１，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２４，３８０，１６５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

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
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等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不作调整；发生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数量需要调整的，本次发行数量
上限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６、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川发环境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
世纪地和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８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安排。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７、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８、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９、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０、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１５７，０００万元（
含本数），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５号－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制的《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川发环境、世纪地和，川发环境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世纪地和为持有公司持股５％以上的股东。 因此，川发环境、世纪地和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
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
五）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告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编制的
《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世纪地和为战略投资者并与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
（
议〉的议案》
战略合作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同意世纪地和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并与其签署《
议》。
监事会认为：世纪地和为公司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世纪地和在节能环保领域拥有诸多重要战略资
源，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认定标准。 世纪地和可通过充分利用其优势，整合重要战略性资源，
为公司现有业务开展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实力，助力公司发展，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帮助公司
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 将世纪地和确定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实现公司与投资者的优势互补
及合作共赢，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川发环境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世纪地和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
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国办发［
根据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３］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关于
１１０号）、《
２０１４］１７号）以及中国证监会《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５］３１号）的有关规定，同
意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事项进行认真分析并制定的填补措施。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就公司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制订〈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
（
十）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东回报规划（
２０２０一２０２２年）〉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4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3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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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以信息、电子邮件及
电话的方式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９日发出。监事会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
席监事３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３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瑞女士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发行监管问答一一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修订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公司董事会对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事项认真进
行了自查和论证， 据此确认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规
定，具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和资格。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面值为１．００元／股。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３８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６１０１．２

一种新型气固两相移动床装置

张开元 采有林 史红孝

实用新型

３９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２日

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０２２４．８

一种粉状焦解析装置

张开元 贾双燕 郑京明

实用新型

４０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２日

２０１２２０７０７９６３．１

防漏料插板阀

张开元 韩勇

实用新型

４１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

２０１２２０７０８０６３．９

一种气固两相床的气体分布器

张开元 李正涛 采有林

实用新型

４２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２０１２２０７０７９６９．９

串联方式的新型脱硫塔

张开元 李梅 张伟 刘晶

实用新型

４３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０２６２．３

用于增容改造的湿法烟气脱硫装 张开元 候引平 余旭东
置
刘蓉

实用新型

４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９

４５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２８４１５．Ｘ

４６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３６９７２．６

一种带旋流窗的湿法脱硫系统

张开元 余志良 张书宾

实用新型

４７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２０３８６．２

一种湿法脱硫用湍流器装置

张开元 张书宾 余志良

实用新型

４８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２０３９９．Ｘ

一种烟气污染物脱除装置

张开元 张书宾 余志良

实用新型

４９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５３９７７．Ｘ

一种湿法烟气净化系统

张开元 张书宾 余志良

实用新型

５０

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２２３９１．７

一种带湍流器的脱硫装置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５１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２０４９６２９９．５

一种烟气脱汞系统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５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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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４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４５５号文核准，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公司”，曾用名“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股）３，８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４５．００元，扣除与发行股票直接相关外部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１５９，０４８．６４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曾用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已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ＸＹＺＨ／
验资报告》，到账日距今已满五个会计年度。
２００７Ａ６０４６－３３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５００号）规
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且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董事会应按照本规定编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对发行申请文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止日的最近一次（
境内或境外）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就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作出决议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在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前应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
证报告。
本公司自２０１１年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以来，不存在通过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
包括重大资产
重组配套融资）、配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离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间已超过五个完整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
会计年度。 因此，根据《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也无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为公司战略投资者并与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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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清新环境”）于２０２０年 ８月１２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北京世纪地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世纪地和为战略投资者并与公司签署〈
和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世纪地和”）拟作为公司战略投资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并与公司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
战略合作协议》。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住所

５０００万元

类型

张峥
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７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
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名称

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亿元

注册地址

中国（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１５１号Ｂ座１９楼

法定代表人
类型

李顺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控股股东

持股１００％）
四川发展（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
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
动）；土壤污染治理；项目投资（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资产管理
（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技术推广服务；环境保护与治理咨询服
务；环保工程、市政工程、机电工程施工（
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建材、
机械设备、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电气设备（
不含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
电设施）、仪器仪表（
不含计量器具）修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
开经营活动）。

２、股权控制关系
四川省国资委系川发环境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四川发展（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川发环境１００％
股权。
３、主营业务
川发环境主要从事水资源的利用、治理与开发，固体废物的处置与利用，工业烟气治理综合服务，土壤
污染治理等环境产业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致力于成为产品门类全、技术水平高、综合实力强的环境治
理综合服务商。
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情况
川发环境２０１９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合计

１，７８４，７２１．１２

负债合计

１，０１７，２５１．３２

住所
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钢铁行业

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铜陵
市旋力特殊钢有限公司

有色行业

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
公司、赤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众和合金材
料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石化行业

中韩（
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化工行业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智辰业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地和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科研资源，其实际控制人张开元先生作为发明人曾参与
了上市公司诸多重要技术的研发，目前取得专利１０７项，其中发明专利２７项，实用新型７４项，ＰＣＴ（
专利合作条
约）６项，这些专利均与工业烟气处理、节能环保产业核心技术直接相关，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技术实力。 张
开元先生参与完成的《
燃煤电站硫氮污染物超低排放全流程协同控制技术及工程应用》获得２０１９年度“
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截至目前，张开元先生曾作为发明人参与的清新环境研发项目所取得的专利如
下：
序号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２２４０５４．５

一种由褐煤制备的烟气脱硫用活
性焦及其制备方法

张开元 龚得喜

发明

张开元

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０８０４．３

３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０２７７．５

煤基脱硫用活性焦及其制备方法 张开元 龚得喜 肖永丰

４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６４４２．６

一种大型活性焦对流吸附烟气净
化系统

张开元

发明

５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０１５６．８

一种颗粒状吸附剂解吸附、活化
再生系统及工艺方法

张开元 采有林 贾双燕

发明

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０１４６．４

一种新型气固两相移动床装置

张开元、采有林、史红孝

发明

７

２０１５年１月７日

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０１５８．７

一种颗粒物料储存仓的相对封闭
张开元 贾双燕 采有林
装置

发明

８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

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９４６５．７

一种层流式阶梯状多孔材料气体
张开元 采有林 郑京明
吸附装置及其吸附方法

发明

９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７日

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０１４７．９

１０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７日

２０１２１０４２８８４４．７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７日

１１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７日

２０１２１０４２８８６２．５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

１２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

２０１２１０５５６４７７．９

１３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２１０４２９７２５．３

１４

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

２０１２１０４２８８１７．Ｘ

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的设备及
张开元 贾双燕 秦省军
其净化工艺

发明

一种活性焦脱硫脱硝性能表征测 张开元 龚德喜 韩旭东
试方法及其装置
昌健

发明

２０１９年

营业收入

２２５，９０４．９７

净利润

２７，１０９．８２

注：２０１９年相关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５、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
二）世纪地和
１、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内蒙古大唐托克托发电有限公司、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阳泉市南煤龙川发电有限责
锦州）有限公司、华电环保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任公司、华润电力（

１

７６７，４６９．８０

项目

注册资本

客户名称

电力行业

一种活性焦炭气体净化方法及装
置

所有者权益合计

名称

细分行业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６９号人民政协报大厦９层
张峥
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

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２、股权控制关系

３、主营业务
世纪地和主要从事节能环保行业的技术研发、投资和管理，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和技术
服务人才，在多个领域拥有专利技术。
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情况
世纪地和２０１９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７４１６．３

１６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

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０１５９．１

１７

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

３７３，６２１．４５

负债总额

１４０，０６５．３６
２０１９年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１４８，６６５．８０

注：２０１９年相关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５、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与川发环境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与川发环境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ｃｎ）发布的《
（
二）与世纪地和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与世纪地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ｃｎ）发布的《
（
三）与世纪地和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与世纪地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战略合作协议》，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
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世纪地和为公司战略投资者并与其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
ｃｏｍ．ｃｎ）发布的《
号：２０２０－０４６）。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一）定价政策

发明

一种垃圾焚烧烟气综合净化系统
张开元 贾双燕 秦省军
及其净化方法

发明

伞盖式封料装置

张开元 谢飞 王亮

一种粉状焦解析装置及其解析方
张开元 贾双燕 郑京明
法
套筒式封料装置

一种落料分配装置

张开元 谢飞 王亮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４６４６６９．６

张开元 程俊峰 钟毅 张
小颗粒活性焦多级悬浮式烟气脱
书宾 梅欢 李群 高永军
硫装置及其烟气脱硫方法
王晨 代素品

发明

张开元 贾双燕 谢飞

发明

张开元 贾双燕 采有林

发明
发明

１８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日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４３７８．Ｘ

一种焦炉烟气余热回收联合污染
物综合治理方法及装置

１９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

２０１４１０６４２０４０．６

一种深度脱尘除雾装置

２０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１０７１８０２３．１

一种湿法脱硫的热回收节水系统 张开元 贾双燕 赵培 采
及其工艺
有林

２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

２０１５１０８２２６７７．８

一种活性炭脱硫的多层异构流化 姚常斌 张书宾 高永军
床装置
张开元

发明

２２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

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６９５６．６

一种吨袋卸粉快速溶解一体化装 张开元 周欣 程俊峰 张
置
甜甜 王红蕾 赵玉

发明

２３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

２０１５１００６９５２１．７

气垫传送带输送机气膜厚度测试
控制装置及方法

２４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０６６６．０

一种脱除燃煤烟气中三氧化硫的 张开元 周欣 程俊峰 张
方法
甜甜 王红蕾

发明

２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７日

２０１６１０２１２９０１．６

一种富ＳＯ２水蒸气逐级冷凝净化
制备液态二氧化硫装置

姚常斌 张书宾 周文祥
张开元

发明

２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７日

２０１５８００１６５３１．２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及其脱硫除尘方法

张开元

２７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

２０１６１０８２５６８９．０

一种高温含硫废气制备液态二氧 董鹏伟 姚常斌 周文祥
化硫装置
程俊峰 张开元

２８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７９１６２．９

一种活性焦炭气体净化装置

张开元

２９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２日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９０８８．８

一种大型活性焦对流吸附烟气净
化系统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３０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７１１５６．８

一种炭基吸附剂解析装置

张开元 樊原兵 贾双燕
采有林

实用新型

３１

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８９８５３．９

喷淋设备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３２

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８９８５９．６

旋汇耦合除硫除尘装置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３３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６１３９．Ｘ

一种推拉杆卸料装置

张开元 李正涛 霍兴甲

实用新型

３４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６１３７．０

一种颗粒物料储存仓的相对封闭
张开元 贾双燕 采有林
装置

实用新型

３５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６１５７．８

一种落料分配装置

张开元 霍兴甲 李正涛

实用新型

３６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６１０５．０

一种自动收料卸料输送器

张开元；李正涛；韩加志

实用新型

３７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６１４０．２

一种颗粒状吸附剂解吸附、活化
张开元；采有林；贾双燕
再生系统

实用新型

２３３，５５６．０９
项目

张开元 李正涛 韩加志

张开元 霍兴甲 李正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１５

一种自动收料卸料输送器

发明
发明

张开元 刘宝成

发明

发明
发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余志良 梅欢

实用新型

一种脱硝催化剂活性在线监测系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统
梅欢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年５月７日

２０１３２０８０７４６０．６
２０１３２０８５４７０１．２

一种湿法脱硫节水系统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梅欢

实用新型

５４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２０８５４６６５．Ｘ

一种湿法脱硫节水装置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梅欢

实用新型

５５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２０８０７４５９．３

一种脱硝系统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梅欢

实用新型

５６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２０８０６７４０．５

一种塔内除尘湿法脱硫系统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梅欢

实用新型

５７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

２０１４２００６０７１６．６

一种脱硝催化剂布置结构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梅欢

实用新型

５８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

２０１４２００６０７８２．３

一种无需安装喷嘴的湿法喷淋烟 张开元 程俊峰 张书宾
气脱硫系统
梅欢

实用新型

５９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９６７５２．２

一种活性焦脱硫脱硝性能表征测 张开元 韩旭东 龚得喜
试装置
昌健 田建明

实用新型

６０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０１３２．１

一种高精度活性焦着火点快速检 张开元 韩旭东 龚得喜
测装置
昌健 田建明

实用新型

６１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９７７４３．５

一种活性焦二氧化硫吸附速率测 张开元 龚得喜 韩旭东
试装置
昌健 田建明

实用新型

６２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９６９３１．６

一种烟气净化活性焦冲击强度测 张开元 龚得喜 韩旭东
试系统
昌健 田建明

实用新型

一种小烟气量污染物治理装置

张开元、程俊峰、张书
宾、梅欢

实用新型

６３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０１４２００６０７６０．７

６４

２０１５年１月７日

２０１４２０５２５６６０．７

张开元 程俊峰 钟毅 张
小颗粒活性焦多级悬浮式烟气脱
书宾 梅欢 李群 高永军
硫装置
王晨 代素品

实用新型

张开元 刘英华 祁聪

实用新型

６５

２０１５年１月７日

２０１４２０５２０８８１．５

一种装有氨喷射扰流混合一体化
装置的脱硝系统

６６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

２０１４２０６７４５９２．０

一种深度脱尘除雾装置

张开元 贾双燕 采有林

实用新型

６７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

２０１５２００３３０８１．５

一种气垫带式输送机的能量回收
型双气室结构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６８

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

２０１５２００９２７８４．５

气垫传送带输送机气膜厚度测试
控制装置

张开元 刘宝成

实用新型

６９

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

２０１５２００６４１８２．９

一种气垫带式输送机气室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７０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日

２０１５２０００７３３８．ｘ

多组托辊箱体装置

张开元 赵玉

实用新型

７１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７２６５．９

一种湿法脱硫零耗水系统

采有林 张开元 贾双燕
赵培

实用新型

７２

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

２０１５２０５９４６１２．８

一种干粉喷射器

张开元 周欣 谭世洲 许
昌日 姚常斌

实用新型

７３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２日

２０１５２０９９６０８９．１

一种多气源混合稳压装置

张书宾 姚常斌 高永军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７４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０日

２０１５２０９４５８４６．２

７５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０５５３７．９

７６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０３１６４．１

７７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３６７２．９

一种熔盐列管式换热耦合气动返 姚常斌 张书宾 高永军
料的多层流化床解析装置
左嫣然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７８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８３９７４．Ｘ

一种适用于多层床的新型低压降 左嫣然 姚常斌 高永军
分布板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７９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８３９７９．２

一种富ＳＯ２水蒸气逐级冷凝净化
制备液态二氧化硫装置

姚常斌 张书宾 周文祥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８０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

２０１６２０４０９３０９．０

一种活性炭再生反应装置

张书宾 姚常斌 高永军
左嫣然 周文祥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８１

２０１７年２月８日

２０１６２０８２０２６４．６

一种适用于高温固体的多级冷却 姚常斌 张书宾 董鹏伟
装置
左嫣然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８２

２０１７年２月８日

２０１６２０５３７３２３．９

一种连续稳定产生过热水蒸汽的 姚常斌 周文祥 张书宾
左嫣然 高永军 张开元
电加热集成装置

实用新型

８３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６２０９４５５８７．８

一种烟气中三氧化硫的自动采样 张开元 周欣 王红蕾 杨
装置
迪 许昌日 程俊峰

实用新型

８４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７日

２０１６２１０５７８１８．８

一种高温含硫废气制备液态二氧 董鹏伟 姚常斌 周文祥
化硫装置
程俊峰 张开元

实用新型

许昌日 王语桐 程俊峰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００２３４５．Ｘ

张开元 龚得喜 韩旭东
一种烟气余热回收湿法集成净化
程俊峰 田建明 许森荣
系统
昌健 吕晓玲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８５
８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２０１７２００７９４６４．５

一种活性炭脱硫的多层异构流化 姚常斌 张书宾 高永军
床装置
张开元

实用新型

一种管束式除尘除雾装置

张开元 采有林 周欣

实用新型

一种多级管束式除尘除雾装置

张开元 采有林 周欣

实用新型

一种烟气脱汞装置

８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

２０１７２０４０３３７２．８

一种产生三氧化硫并维持其气体 王红蕾 周欣 杨迪 程俊
状态的系统
峰 张开元 姜北

８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

２０１７２０６５２５９４．３

一种宽粒径碎焦脱除多种污染物 左嫣然 姚常斌 张书宾
及其再生的循环系统
董鹏伟 程俊峰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８９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

２０１７２０４４８７３４．５

一种用于烟气脱汞的集装箱式添 许昌日 王语桐 郝向宇
加剂溶液投加系统
程俊峰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９０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

２０１７２０４５５２６７．９

一种烟气催化吸附协同脱汞装置

许昌日 王语桐 郝向宇
黄芪 程俊峰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９１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２１５７８４２６．０

一种脱硫烟气冷凝提水设备

周印羲 周文祥 程俊峰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９２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２０１７２１６６０４９４．１

一种治理脱硫烟气白色烟羽的系 周印羲 周文祥 程俊峰
统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９３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２０１８２０７９８１６８．５

２、股权控制关系

３、主营业务
世纪地和主要从事节能环保行业的技术研发、投资和管理，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和技术
服务人才，在多个领域拥有专利技术。
二、世纪地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及商业合理性
世纪地和成立于２００１年，是公司设立时的创始股东，自公司成立以来直至２０１９年７月，世纪地和一直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世纪地和控股股东张开元先生在此期间则一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０１９年７月控制权变更
完成后，世纪地和仍持有上市公司２０％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世纪地和是一家从事节能环保行业技术研发、投资和管理的企业，张开元先生是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
专家，其组建和培养的核心技术及核心业务团队沿用至今，对公司的业务技术和行业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优质的行业资源，多年来积极推动和协助上市公司拓展电力、钢
铁、化工、有色等行业的重要客户；张开元先生亦作为发明人参与了上市公司诸多重要技术的研发，世纪地
和的股东亦长期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位。 世纪地和及其股东长期以来对上市公司的业务
发展、经营管理、技术研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基于对上市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战略价值的认同，世纪地和拟通过认购上市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以维持其对上市公司较大的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后，世纪地和仍持有上市公司２０％
的股份，仍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世纪地和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后， 将进一步提升其股东作为行业专家为企业出谋划策、
帮助公司实现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的意愿，帮助上市公司提升技术水平、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发展新动能，
与上市公司共同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合作利益。
三、世纪地和符合关于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１、世纪地和在节能环保领域拥有较强的重要战略资源
世纪地和为公司的创始股东，自公司设立起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始终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世纪地和的实际控制
人张开元先生在此期间始终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世纪地和主要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行业企业的投资，张开
元先生是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专家，其组建和培养的核心技术及核心业务团队沿用至今，对公司的业务技
术和行业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优质的行业资源。 世纪地和在电
力、钢铁、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有着较为丰富的客户资源，多年来协助上市公司拓展相关领域的重要客
户，世纪地和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重要股东期间，为上市公司对接的重要客户主要如下：

实用新型

一种层流式阶梯状多孔材料气体 张开元 采有林 郑京明
吸附装置
贾双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

一种船舶尾气处理装置

范春学 程俊峰 秦省军
张开元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９４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２０１７２１６７８９３６．５

一种粉焦多层旋流循环耦合微波 姚常斌 程俊峰 董鹏伟
张书宾 张开元
辅热集成脱硝装置

９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０１８２１７０９６６７．９

一种用于烟气中有害物质的检测 许昌日 郝向宇 程俊峰
系统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９６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０１８２１９８２４８７．８

赵宏彬 张开元 王玉山
一种脱硫废水蒸发浓缩零排放的
程俊峰 刘英华 吴宝刚
系统
霍玉涛 于普法 於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
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
２、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川发环境”）和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世纪地和”）。 本次发行对象中，川发环境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世纪地和为公司持股２０％的第二大股东。 因此，川发环境、世纪地和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
为构成关联交易。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与川发环境、世纪地和分别签署了《
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于董事会上就相关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
项尚需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
一）川发环境
１、基本情况

张开元 张书宾 余志良

５３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６９号人民政协报大厦９层

法定代表人

一种湿法脱硫浆液氧化装置

５２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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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７３

认购金额上限（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４．８４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
不含定价基准日）
公司Ａ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
易总成交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Ａ股股票交易总成交量）的８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Ｐ１＝Ｐ０－Ｄ；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Ｐ１＝Ｐ０／（
１＋Ｎ）；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Ｐ１＝（
Ｐ０－Ｄ）／（
１＋Ｎ）。
其中，Ｐ１为调整后发行价格，Ｐ０为调整前发行价格，Ｄ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Ｎ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数。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配股的除权事项，则由双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所确定的配股除权原则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
二）定价公允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监会发布的《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扩充公司资本实力， 把握环保行业以及工业烟气治理行业的发展机遇，稳
固公司市场地位，优化公司财务结构、缓解资金压力。 川发环境及世纪地和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方，一方面
能够巩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地位，保障公司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世纪地和作为
战略投资者与公司的优势互补、产业协同，能够培育壮大公司发展新动能。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２０２０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川发环境及其关联方已累计发生关联交易０
万元，与世纪地和已累计发生关联交易０万元。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
川发环境”）和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
限公司（
以下称“
世纪地和”），川发环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世纪地和为持有公司持股５％以上的股东。 因此，
川发环境、世纪地和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相
关事项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定价
机制公允、合理，且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将会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
１、《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２、《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３、《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９７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２０１８２１５７０３２１．５

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 许昌日 郝向宇 周文祥
协同热回收系统
刘丹丹 程俊峰 张开元

９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２０１８２１５７９２２６．１

一种用于脱硫废水蒸发的烟气均 赵宏彬 张开元 程俊峰
布装置
采有林 吴宝刚 霍玉涛

实用新型

９９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１９２０５７６６６８．９

一种自适应压力调节固体物料密 姚常斌 刘丹丹 张书宾
闭输送装置
王玉山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

２０１９２０５７６１６８．５

一种分级制备复合负载型催化剂 姚常斌 左嫣然 董鹏伟
的多层流化床装置
王玉山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１０１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２０１９２０５８１１８６．２

一种电厂煤制碎焦的原位脱硫脱 姚常斌 董鹏伟 韦亮 程
硝装置
俊峰 王玉山 张开元

实用新型

１０２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ＵＳ ９，９１５，４２３ Ｂ２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

张开元

ＰＣＴ

１０３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

发明第 Ｉ６４２４７１ 号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

张开元

ＰＣＴ

１０４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１０－１９３２０９１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及其脱硫除尘方法

张开元

ＰＣＴ

１０５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

１０－０００４６５９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及其脱硫除尘方法

张开元

ＰＣＴ

１０６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

第６４６１３１９号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及其脱硫除尘方法

张开元

ＰＣＴ

１０７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２，９６０，５３２

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
统及其脱硫除尘方法

张开元

ＰＣＴ

因此，世纪地和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开元先生在环保领域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较高的研发实
力，在２０１９年以前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以及２０１９年７月以后的重要股东期间对上市公
司的客户开发、技术研发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未来也能够继续协助上市公司紧跟节能环保行业发展趋
势，整合产业链资源，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不断提高研发水平，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２、世纪地和将继续与上市公司开展多方位的业务合作，与上市公司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
利益
自公司设立起，世纪地和及其股东长期以来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经营管理、技术研发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未来世纪地和将继续与上市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开展多方位合作。
在工业烟气治理向非电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同细分行业烟气性质的不同对行业内公司的技术研发
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世纪地和在技术研发上将继续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张开元先生仍将继续担任公司
的首席技术专家，世纪地和与张开元先生将依托其多年行业经验及行业资源，协助上市公司快速实现技术
升级和业务拓展，增强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的技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张开元先生作为发明
人参与的清新环境研发项目已取得上百项专利技术，２０２０年已申请受理专利８项，其中实用新型４项，发明专
利４项。 此外，现阶段处于研发状态的技术还有若干项。
世纪地和在环保行业深耕多年，有着深厚的积淀，未来仍将继续推动上市公司拓展更多行业的客户资
源，并加深与既有重要客户的业务合作基础，帮助上市公司打造更加夯实的业绩增长基础。
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世纪地和承诺上市公司
此外，根据２０１９年世纪地和与川发环境签署的《
在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度和２０２１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每年均不低于４．５亿元，世纪地和与上市公司存在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因此，世纪地和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后，将进一步提升其股东作为行业专家为企业出谋
划策、帮助公司实现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的意愿，帮助上市公司提升技术水平、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发展新
动能，与上市公司共同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合作利益。
３、世纪地和愿意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较大比例股份
世纪地和为公司的创始股东，自公司设立起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始终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０１９年７月控制权变更
完成后，世纪地和仍持有上市公司２０％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基于对上市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
对上市公司战略价值的认同，世纪地和拟通过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以维持其对上市公司较
大的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完成后，世纪地和仍持有上市公司２０％的股份，仍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世纪地和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承诺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
４、世纪地和愿意并且有能力认真履行相应职责，委派董事实际参与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世纪地和若干股东曾长期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营，有能力履行
股东职责并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张开元先生自公司设立起至２０１９年７月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自２０１０年８
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至今仍继续担任公司的首席技术专家； 张根华先生自２０１６年５月至
２０１９年９月担任上市公司总裁，自２０１０年６月至今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张峥女士自２０１９年５月至１０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长；张联合先生自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担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２０１９年世纪地和与川发环境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在《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
承诺期（
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度和２０２１年度）内，世纪地和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２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１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本次上市公司与世纪地和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世纪地和将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
权利，合理参与公司治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
因此，世纪地和愿意并且有能力认真履行相应职责，在业绩承诺期（
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度和２０２１年度）内
拟提名２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１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在战略合作期限内将依法行使股东
权利，合理参与公司治理。
５、世纪地和拥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世纪地和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
事责任的情形。
四、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与世纪地和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１、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２、合作优势及协同效应
乙方多年从事对环境污染治理行业企业的投资、 运营， 其股东具有环境污染治理行业相关的技术、渠
道、资源优势，乙方将充分利用其自身及其股东、其他关联方（
以下统称“
关联方”）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业的优
势协助甲方做大做强。
在渠道方面，乙方及其关联方拥有广泛的行业资源，乙方将充分发挥并利用其优势，为甲方带来更多业
务资源，助力甲方长期稳定发展。
在战略层面，乙方将充分利用其及其关联方的行业经验及优势，通过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甲
方公司章程允许的方式，积极参与对甲方未来发展战略及方向的探讨，必要时，甲方还将通过其自身在行业
的影响力，协调各类适当的外部专家、资源为甲方战略讨论提供支持。
在业务方面，乙方将充分利用其及其关联方的行业资源，积极协助甲方与行业内的优质企业开展合作，
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市场、项目、投融资。
３、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
乙方将充分利用其资源及优势与甲方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业展开合作， 不断丰富并充实甲方产业内涵，
帮助甲方提升市场竞争力。
乙方充分发挥优势，协调并促进行业内领先的业务资源优先与甲方进行合作，不断丰富并充实甲方产
业内涵；加强行业资讯与甲方的共享力度，优化资源的配置，协助甲方业务拓展，深化合作；乙方未来将继续
加大对甲方技术研发的支持，利用乙方的行业优势和影响力，协调学术、专家、科研资源为甲方的研发、业
务、战略提供支撑，促进甲方技术和业务的更新升级，提升甲方的竞争优势；乙方未来仍将继续协助、推动甲
方拓展更多行业的客户资源，并加深、夯实与既有重要客户的业务合作基础，帮助甲方打造更加夯实的业绩
增长基础。
４、合作目标
为增强甲方的实力以及双方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共赢，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结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５、合作期限
甲、乙双方就本协议项下的战略合作事宜进行长期合作。
６、股份认购及未来退出安排
乙方拟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定价依据及持股期限等根据双方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及
有关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乙方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次认购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锁定期限届满后，乙方拟减持股票的，亦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安排股票减持计划。
乙方将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公司治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股
东权利。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世纪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地和为战略投资者并与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世纪地和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并与其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安排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在董事会通过后尚须经过相应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等。 本次发行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就上
述事项取得相关批准和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下转 B5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