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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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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于2020年11月2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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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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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李新扬先生、阿里玛斯·甫拉提先生、孙玉祥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

2020年11月27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召开七届十三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张玲女士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张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总经理职务。辞职后，陈红艳女士、李新扬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冯斌先生、阿里玛斯·甫
拉提先生、孙玉祥先生仍在公司下属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查无异议，具备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水平，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票，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张玲女士
的简历详见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冯斌先生、陈红艳女士、李新扬先生、阿里玛斯·甫拉提先生、孙玉祥先生的辞职
报告，因其工作调整原因，冯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陈红艳女士申请辞去公司副总

张玲女士的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991-8751690
传真电话：0991-8751690

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电子邮箱：zhanglingling517@163.com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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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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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于
2020年11月23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0年11月27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董事13人。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长
杨江红女士提名，聘任刘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刘洪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聘任赵克雄先生为副总经理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张玲女士为副总经理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赵克雄先生、张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长
杨江红女士提名，聘任张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
束止。张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详细内容见2020年11月28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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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公告》。
四、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 公司及各子公司在落实好经营实体防控措施、 稳定好生产经营的同
时，响应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号召，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捐
赠疫情防控资金、向社会捐赠自行生产的84消毒液、含氯高效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为新疆防疫
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鉴于目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公司拟继续向乌鲁木齐防御指挥部、社区、
医院以及南北疆各县市捐款捐物75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抗击新冠疫情。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边德运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肖
军先生、于雅静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边德运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肖军先生、于雅静女士
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边德运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肖军先
生、于雅静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兴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边德运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肖军先生、于雅静
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20年11月28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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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20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张玲女士简历
张玲女士，1982年出生， 硕士。2004年7月至2012年7月历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投资部、北京办事处职员、副主任，期间：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读清华大学-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管理专业；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任新疆中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事处副主
任；2013年9月至2016年10月任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0月至2020年
11月任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挂职中国证券监
管理委员会国际合作部一处调研员、副处长。
张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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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20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新增
预计公司2020年与公司关联方发生采购原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销售商品等日常
关联交易，该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11月27日召开的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边德运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肖军先生、于雅静女士作了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的
主要内容

关联人

2020年1月至10月与关
2020年新增预计 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金额（万元）
额
（万元）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备品备件等
采购原材
料、商品等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原材料、化工用品等
其下属子公司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新疆中泰兴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

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 人力资源咨询服务 、培
有限公司
训等

液碱、煤焦油等

刘洪先生简历
刘洪先生，196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86年7月至1991年9月任新疆工学院纺
织系教师；1991年9月至1994年4月就读中国纺织大学管理系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1994年
4月至1998年4月任新疆工学院纺织系主任助理、纺织系副主任（主持工作）；1998年4月至2003
年3月历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总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2003年3月至2004年5月任新疆通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副总裁、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4年5月至2013年8月历任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乌鲁木齐公司
总经理、伊犁西部建设公司董事长、哈密西部建设公司董事长、新疆天宇华鑫水泥公司董事长；
2013年8月至2016年8月历任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兼任所属新疆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建泽有限公司（中日合资）董事长；2016年8月至2020年11月
任北京汉金华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500

1,829.18

1,517.49

40,000

46,311.44

47,198.05

500

1,255.61

1,373.52

300

330.82

568.86

以上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年度审
计结果数据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成立于2012年7月6日，注册
资本194,437.1992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洪欣，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
1503室，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截止2020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1,163,411.60万元，负债总额8,825,271.36万元，净资
产2,338,140.23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335,495.68万元，净利润-100,363.91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失信被执行人。
赵克雄先生简历
赵克雄先生，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1996年6月至2006年6月历任独山子石化
总厂热电厂汽机车间运行工、运行工副班长、运行技术员、党支部副书记；2006年6月至2012年2
月历任独山子石化工程建设指挥部采购部采购主管、 采购高级主管、 物资采购部化工科副科
长；2012年2月至2019年2月历任独山子石化公司物资采购部化工科副科长、化工科科长、副主
任经济师兼计划合同科科长、副主任；2019年2月至2020年8月历任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国际市场部部长、 运营管理部部长兼任审计法务部副部长；2020年8月至2020年11月任新
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次披露日，赵克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克雄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赵克雄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玲女士简历
张玲女士，1982年出生， 硕士。2004年7月至2012年7月历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投资部、北京办事处职员、副主任，期间：2006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读清华大学-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管理专业；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任新疆中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事处副主
任；2013年9月至2016年10月任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0月至2020年
11月任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挂职中国证券监
管理委员会国际合作部一处调研员、副处长。
截至本次披露日，张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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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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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七届十二次监事会于
2020年11月23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0年11月27日以通讯

新疆东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545.40

30.00%

新疆恒方佰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60

14.99%

1,818.00

100.00%

合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28,828.74万元， 负债总额25,556.86万元， 净资产3,
271.88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883.01万元，净利润-196.1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兴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20年11月28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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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20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0.00

自然人合计
合计

34.00%

660.00

66.00%

1,000.00

100.00%

截止2020年9月30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19,634.99万元，负债总额15,577.26万元，净资产4,
057.73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071.28万元， 净利润1,10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新疆中泰兴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17日，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宋志民，法定住所为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1866号管委会孵化中心312
室，主营业务为生物技术的研发、转让、技术服务；芦苇的种植、复壮、采割、储运、制浆、造纸、销
售及技术咨询等。
新疆中泰兴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泰集团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0年9月30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78,366.27万元，负债总额47,949.70万元，净资产30,
416.57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333.22万元， 净利润380.8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 中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及中泰集团下属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23.67%的股份。
2、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兴苇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的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与关联方开展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联
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
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2020年10月31日， 公司与中泰集团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17,731.1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召开了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2020年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原材料及商品、接受劳
务、销售商品等关联交易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
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
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
易是按照“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关联方2020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2017年7月7日发布的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5）。
2018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艾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9人， 代表股份539,175,
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9.8649%。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铝能清新提供不超过3,000
万元的担保；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该项担保无需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18年10
月 29 日 发 布 的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二 次 会 议 决 议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8-09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0）。
2018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比例变动的议案》， 同意铝能清新通过增资扩股
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中铝环保节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环保” ），公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 代表股份228,564,

司放弃对铝能清新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18年12月12日发布

1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1.1385%。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关于控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310,611,5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28.7265%。

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比例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6），2018年12
月 15 日 发 布 的 《关 于 签 署 铝 能 清 新 增 资 扩 股 协 议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8-117）。
铝能清新上述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铝能清新股权比例由60%下降至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52,304,1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8373%。其中参加现场
投票的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362,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4208%；参加网络投票的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941,569股，占公司有

37.0197%。2018年12月31日，铝能清新完成资产交接及管理层变更等手续，铝能
清新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鉴于相关债务尚在存续期，公司为铝能清新提供担保的相关协议亦尚未履
行到期，为保证铝能清新经营活动的连续性，公司继续履行对铝能清新的上述担
保，且由中铝环保、铝能清新对公司超出持股比例部分的担保提供了相应的反担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416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履行对参股公司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关
联担保的议案》。

2020年11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履行对参股公司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关联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538,822,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6%；反对3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关于继续履
行对参股公司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1,951,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3255%；反对35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4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斯亮律师、薛玉婷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保。自铝能清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后，公司未再向铝能清新提供新增的担
保，上述担保到期后公司也将不再为铝能清新提供担保。针对公司上述继续为铝
能清新相关债务提供担保事宜，公司先后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予以确认，具体
如下：

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20年11月12日发布的

2020-098）。
2020年11月27日，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履行对参股公司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关联担保的议案》。 上述事项
详见公司2020年11月28日发布的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101）。
二、解除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对铝能清新相关债务提供的担保责任均已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解除协议》，公司不再对铝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能清新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等应付款
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铝能清新已全额偿还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一）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司北京分行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

议；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0-102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参股公司北京铝能清新
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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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的担保；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7年7月6日，公司召开2017年
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关于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

主营业务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员工培训、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程序。

3、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17年6月17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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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27日上午9: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新疆中泰智汇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7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伟玲，法定住所为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2楼201室、202室，

1、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新增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铝能清新提供不超过3,200万元

证券代码：002573
55.01%

中泰化学及其下属子公司新增预计2020年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商
品；接受关联方劳务；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备品备件等产品均是公司正常的项目建设以及生产
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公平合理。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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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27日上午9:15-9:25时、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圳

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比例

公告》（公告编号：2016-124）、《关于为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融资

2017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27日下午14:00时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000.00

2016年11月11日， 公司召开2016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
案。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16年10月27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33）。

2、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1,818万元，法定代表人
肖瑞新，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主营业务为化工石油设备管道的
安装；设备、阀门、钢瓶等维护；管道、工程机械设备等维修。
出资额（万元）

清新提供不超过130,000万元的担保；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29），2016年11月12日发布的《2016年度第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2016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铝能

1.会议召开时间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次披露日，刘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洪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洪先生不属于

上年发生交易
金额

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中国铝业（601600.SH）持有其40%的股权。

（一）会议召开情况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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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铝能清新” ）系公司与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 ，为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
601600.SH）于2016年6月共同出资设立的企业，铝能清新设立时为公司的控股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0-196

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公司对该债务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已全部解除。铝能清新
已全额偿还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
下全部债务，公司对铝能清新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借款的担保责
任已全部解除。综上，公司对铝能清新担保责任已解除。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5,500万元，占公
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3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还款凭证；
2.保证合同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752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外经、尼罗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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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为延伸产业链，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影响力，实现
市场国际化和高质量发展，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以现金方式分别收购关联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山东高
速尼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罗公司” ）100%股权及中国山东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山东外经” ）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7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尼罗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收购山东外经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等，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交易进展
2020年11月26日，山东外经100%股权登记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并取得济南市历
下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2020年11月27日，尼罗公司100%股权
登记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并取得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 《营业执照》。除
股东变更外，山东外经、尼罗公司其他登记信息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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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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0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设立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的议
案》，同意设立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在扶贫帮困方面开展公益项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1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4）、《关于设立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5）。
公司今日收到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通知， 其已完成相关设立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西藏自治区民政厅颁发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540000MJY699035R
名称：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
类型：慈善组织
住所：拉萨市幸福新村居委会第458号
法定代表人：姜颖
注册资金：贰佰万元整
有效期限：2020年10月28日至2025年10月27日
业务主管单位：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业务范围：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助学救灾、环境保护；培养专业
化公益慈善人才；资助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团队、社会企业、企业基金会的发
展与研究；开展符合慈善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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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11月26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659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中国证监
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
板和中小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
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
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时
公告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股票简称：*ST西发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完成
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7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航天宏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 （再融资）
[2020]11号）， 上交所对公司所报送的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
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
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