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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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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3 月 17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其中

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5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5、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工作备忘录第一号 年度内部控制信息的编制、审议和披露》等相关规定编制了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天衡专字（2019）00206 号）。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大千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合并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90,122,187.88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403,319,443.12 元。鉴于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生态景观规划、设计、建设、运营、苗木培育、种植、销售等，

并涉及文化旅游、生态环境修复与治理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泰和县马

市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PPP 项目、霍邱县主城区中央景观带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EPC）项目、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

升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高淳区东坝镇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

包、雄安新区 2018 年秋季植树造林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第四标段等重大工程，

这些工程均需公司先行垫资，对公司现金流有较高的要求，且 EPC 项目按形象

进度进行结算，回款周期长，为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需预留一定的资金用

于经营周转。 

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系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存在重大现金支出。

2019 年 2 月，公司成功中标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博览园建设 PPP 项目，项目

投资估算总金额 256,722.38 万元，该项目将于 2019 年进入建设期，建设规模超

过公司 2018 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公司将存在重大现金支出。因此，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为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

主营业务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回报股东、回报社会。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 2018 年度未分配利润不进行分配，是充分考虑了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及资金需求的具体情况，公司需集中资金，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稳健发展，以此更

好地回报股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2019-014）。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薪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申请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 2019 年度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

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为期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8 年度审计工作中，恪尽职守，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拟提议继续聘用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

审计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15）。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合计金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9-016）和《大千生态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德邦证券关于大千生态 2018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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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天衡专字（2019）00211 号）。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9-017）和《大千生态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桑坤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80），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安徽

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提名，同意补选汤跃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即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候选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董事的公告》（2019-018）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调整，倪萍女士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李晓军先生

辞去副总裁和总工程师职务、李月刚先生辞去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邹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杨新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以上人

员简历详见附件。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邹杰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杨新魁先生作为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8、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公司管理，推进公司战略布局与发展，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优化公司管理流程，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拟对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调整公

司组织架构的公告》（2019-019）。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销长沙分公司、镇江分公司、无锡分公司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签订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博览园建设项目 PPP 项目

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20）。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周五）在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 18 号联创科

技大厦 A 栋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9-022）。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7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董事候选人： 

汤跃彬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临泉县新华书店经理、阜阳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皖新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级管理人员： 

邹杰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任职，2011 年至 2017 年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

苏监管局工作。现任公司总裁助理。 

杨新魁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曾任江苏华宁交通工程咨询监

理公司监理工程师、江苏交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造价工程师、南京交建科技

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造价部经理，公司成本部兼招投标部经理。现任公司总裁

助理，兼任江西千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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