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7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和股东大会赋予的权利，认真履行相应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

各项决议，实现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公司董事会率领经

营管理层与全体员工，按照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年度工作计划，较好的完成了各项

任务，现将董事会 2017 年度工作情况及 2018 年度工作计划汇报如下： 

一、2017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是大千生态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3 月 10 日，公司

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此后，公司确立了“二次创业”的发展战略，借

上市之机和资本市场的资源优势，在经济效益、业务拓展、优化管理、资本运作、

创新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市场订单持续增加。公司紧抓国家规范发展 PPP 模式的战略机遇，稳步

推进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业务结构，积极参与

了多个 PPP、EPC 项目的建设。2017 年全年公司累计中标各类工程项目合同总

金额 22.36 亿，比去年同期增长 498.75%。 

2、管理品质有效提升。公司按照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制度要求，

规范公司治理，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提升管理责任意识，在资本市场树立品牌和

信用。同时，公司在责任制考核、工程质量管理、项目成本管控等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切实提升了管理效能和品质。 

3、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公司积极开拓业务，

同时进一步强化管理，控制成本，确保业绩稳定增长。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67,802.6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3.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834.1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46%，基本完成了年初既定的经营目

标。 

4、资本平台助力发展。3 月 10 日，公司成功上市，募集资金净额 2.96 亿元，



用于补充公司运营流动资金，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公司 10 月份

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于 2018 年 1 月 2 日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3 月 20 日领取了《关于核准大千生态景

观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此次可转债的顺利发行，将

为公司承接的泰和县马市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PPP 项目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从而增强公司后续业务的承接能力。 

5、转型发展积极推进。2017 年，公司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推进产学研合

作，成立了“大千生态科学研究院”，搭建“人才强企”新平台。同时，在传统

工程建设业务稳步增长的基础上，谋求升级发展，向环境治理、生态修复、文化

旅游等领域延伸，对相关产业进行了调研和论证，为公司今后的持续发展培育新

的业务增长点。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1、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13 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至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其中：5 次现场会议、8 次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会

议，1 位董事缺席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其余董事均亲自按时出席年内召开

的各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 59 项议案。具体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审议事项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 
2017.1.19 

审议《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议案》等 11 项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 
2017.1.24 审议《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 
2017.3.6 

审议《关于 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

案》等 10 项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 
2017.4.27 审议《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 
2017.6.7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等 11 项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 
2017.7.3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议案》等 3 项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 
2017.8.10 审议《关于公司设立徐州分公司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 
2017.8.21 审议《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等 3 项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 
2017.8.25 

审议《关于公司签订霍邱县主城区中央景观

带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合同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 
2017.9.29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等 13 项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 
2017.10.25 

审议《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等 2 项议

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 
2017.11.16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江西千和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 
2017.12.13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泰和县马市生态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PPP 项目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各项议案

均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做出有效决议。 

2、召集股东大会及对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严格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达到股东大会决

策标准的相关议案，在董事会或监事会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作进一步审议。2017

年，董事会共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3 次，其中年度股东大会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2

次，其中现场会议 1 次，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的会议 2 次。2017 年，

三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顺利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

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确保决议能够有效实施，公司规

范健康发展。 

3、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2017 年，公司召开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共计 15 次，其中

战略委员会 5 次、提名委员会 4 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 次、审计委员会 4 次。

各委员们根据各自工作细则规定的职权范围，认真勤勉地履行了各自职责，就专

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为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设独立董事三名。报告

期内，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参与公司所有重大事项的决策。2017 年，除 1

名独立董事缺席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外，其余独立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公司召

开的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历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以及公司其它重大事项均进

行了认真的审核，未提出异议；对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的事项均出具了书面

的独立意见，提高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5、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情况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劵交易所的法规要求，忠实履行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义务，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透明度，切实保障所有投资者利益。自 2017

年 3 月 10 日上市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

共发布定期报告 3 项（其中半年度报告 1 项，季度报告 2 项）、临时公告 61 项，

均做到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向投资者传达了公司经营管理、规范运作和重

大决策等事项的相关信息，为投资者了解公司价值，判断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有

效参考。 

6、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专线电话、专用

邮箱、现场接待来访、上证 e 互动平台交流、投资者说明会等多种方式，保持与

投资者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加强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 

7、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在风险管理、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各重要业

务与事项均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公司内控得到有效执行。 

三、2018 年董事会工作重点 

2018 年公司将继续秉承“品质、生态、价值、责任”的经营理念，研究制定

契合公司发展需要的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年度经

营计划，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持续稳健经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牢牢把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立足主业，进一步巩固

和拓展工程建设业务，大力拓展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乡村建设市场，同时，

做好产业板块的战略规划和布局，向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环境整治等领域进

行业务延伸，保障公司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2、建立集团管理架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2018 年，公司将建立和完善集团管理组织架构，调整和优化管理模式，集

权和分权相结合，建立规范、有效、有序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根据《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细化重大决策事项的

全过程管理，加强内部审计监督，持续深化业务经营过程的内控管理，有效防范

风险。 

3、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打造“大千品牌”优质形象 

加强监管政策学习，强化监管意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规范公司

治理，树立优质企业形象。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专家作用，

强化董事会战略决策职能，为公司整体的顺畅运作提供保障。切实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及时、准确地向市场传达公司日常经营和发

展状况，在资本市场树立品牌和信用，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价值。 

4、积极转型创新，推动公司升级发展 

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和公司实际，2018 年，公司将实行在集团总部管控的基

础上，建立工程建设产业、环保产业、文旅运营产业等业务板块，实现立足主业，



多条线发展的战略规划。环保、文旅等新的业务板块将在 2017 年市场调研和论

证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组织架构，试点经营管理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5、借力资本市场，为公司做大做强提供保障 

公司已于 3 月 20 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大千生态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公司将尽快完成此次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发行，届时将募集资金 3.9 亿元，用于泰和县马市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PPP

项目。此外，公司将根据战略需要，拟定 2018 年度再融资和投资并购计划，借

助资本市场，整合资源，提升竞争优势，推动公司跨越式发展。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