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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8-132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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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展所需，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10 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对外投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说明如下： 

1、对外投资事项一：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吉首富

华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吉首市共同实施环保项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连云港龙顺塑料有限公司、亚信国际贸易有限会社在日本共同实施

塑料深加工项目并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披露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2]以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 

（1）经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吉首致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吉首致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01MA4PR3L5H 

公司住所：湖南省吉首市乾州办事处 209 国道（原砖瓦厂旁）3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环卫设施建设施工；城乡垃圾清扫管理服务；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服务；垃圾场建设及运营服务；城乡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处置、再利用；物业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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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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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1,3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吉首富华扶贫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2）经日本国神户地方法务局核准，桑德顺宝化成株式会社已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登

记设立，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商号：桑德顺宝化成株式会社 

社会法人等番号：1400-01-111303 

本店：日本国兵库县三木市别所町兴治 724-339 

法人代表：岳凤杰 

资本金数额：日元 3 亿元 

经营业务：塑料制成品的制造、管理及销售；塑料、废料的进出口及销售；化学制品的

进出口及销售；纤维碎片的进出口及销售；纤维制品的进出口及销售；橡胶、工业橡胶类的

回收再利用；金属碎片的进出口及销售；金属制品的进出口及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的进

出口及销售；二手车、二手车零部件的进出口及销售；家用电器及日常杂货品的进出口及销

售；服装布料、医药用品及健康食品的进出口及销售；建筑材料及二手建筑机械的进出口及

销售；旧货/古董的进出口及销售；餐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桑

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8 亿日元，占其资本金数额的 60%；亚信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出资 0.6 亿日元，占其资本金数额的 20%；连云港龙顺塑料有限公司出资 0.6 亿日元，占

其资本金数额的 20%。 

2、对外投资事项二： 

2018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海拉尔区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共同实施环卫

一体化项目暨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在湖南省祁阳县共同实施环卫一体化项目暨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关于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6日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8]以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03]）。 

（1）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呼伦贝尔海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

于2018年8月24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呼伦贝尔海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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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02MA0Q0A5XXD 

公司住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岭上家园 B 区 49 号楼 2 楼 

法定代表人：韦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资质经营）、小区物业服务（凭资质经营）。城市道路

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垃圾无害

处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再生资源的回收与利用；市水、污水处理项目运营。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6,016.65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5.21%；海拉尔区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开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1,983.35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4.79%。 

（2）经祁阳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8

年9月12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21MA4PXKAK93 

公司住所：湖南省祁阳县浯溪街道办事处沿江路 139 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 6,433.16 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道

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污泥

处理，河道保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及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

护；环卫车辆、设备租赁与销售；土壤修复技术；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物业管理；物流、

物联网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各类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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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5,789.844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祁阳县城镇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43.316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3）经南宁市武鸣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8,955.87 万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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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439.90 87.98% 69,465.37 87.98% 

广西富鸣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0% 7,895.59 10.00%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0.10 0.02% 15.79 0.02%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5.00 1.00% 789.56 1.00% 

江苏聚慧科技有限公司 5.00 1.00% 789.56 1.00% 

合计 500.00 100.00% 78,955.87 100.00% 

3、对外投资事项三： 

2018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池州市贵

池区市容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安徽省池州市共同实施环卫一体项目暨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

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利用项目并对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湖北博诚环

保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18]以及《对

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19]）。 

（1）经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9

月30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2MA2T45F67C 

公司住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白浦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杨万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包

括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

污泥处理、河道保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及销售）；园林绿化、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

环卫车辆、设备租赁与销售；物业管理；物流代理服务；物联网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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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1,6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80%；池州市贵池区市容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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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孝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湖北博诚环保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办

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湖北博诚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500 100% 5,000 100% 

合计 500 100% 5,000 100% 

4、对外投资事项四： 

2018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

司兴平桑德鸿远建设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披露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1]以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22]）。 

经兴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兴平桑德鸿远建设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兴平桑德鸿远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00 万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9,800 99% 46,530 99%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00 1% 470 1% 

合计 20,000 100% 47,000 100% 

5、对外投资事项五： 

2018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间接全资

子公司嘉鱼桑德甘泉水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8-123]以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126]）。 

经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嘉鱼桑德甘泉水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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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嘉鱼桑德甘泉水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500 100% 4,000 100% 

合计 500 100% 4,000 100% 

公司上述于近期设立、增资的子公司将具体负责实施当地的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相关业

务，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将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将视

上述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