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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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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拟注销部分控股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

清算和注销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注销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止本公告日，以下子公司均未实际开展

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的情况概述 

1、瓦房店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瓦房店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10511253000 

注册资本： 100 万 

法定代表人： 刘回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2.9.13 

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楼房村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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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2、泗水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泗水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31349237748G 

注册资本：1000 万 

法定代表人：孙景洲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9.11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经济开发区泉兴路科技文化中心（泗水

县经济合作局） 

经营范围：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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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3、集贤盛运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集贤盛运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21MA18YCQK3N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桑帅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7.1 

主要经营场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物质收购、储藏、生物质能发电、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供热

服务。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4、巴彦淖尔市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巴彦淖尔市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0209905186XT 



 

注册资本：500 万 

法定代表人：杨国强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1153） 

成立日期：2014.5.12 

主要经营场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四季花城五区 9 号楼三单元 502

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筹建，筹建期不得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凭许可证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无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5、莘县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莘县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22MA3C5L593H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刘凯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1.15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宁王路民营经济发展中心(院内)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餐厨及污泥垃圾焚烧发电、竹木生物质燃料发电;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项目的总承包、技术咨询、

设计、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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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6、定西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定西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102MA74GE957A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开国旺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8.29 

主要经营场所：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经济开发区安定工业园巉北片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及资源综合利用、余热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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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周口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周口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6099788722P 

注册资本：300 万 

法定代表人：都权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4.25 

主要经营场所：淮阳县产业集聚区腾飞路中段 

股权结构：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投资;余热发电项目投资。 

股权结构：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8、白山中科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白山中科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6015894501000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都权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1.16 

主要经营场所：浑江区浑江大街 202 号 2 楼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技术咨询;环保新型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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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9、三穗县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三穗县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4MA6DLG307W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刘振飞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5.17 

主要经营场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开发区管委会六楼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生活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市政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行、维护

及相关业务;固体废物处理)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0、枣庄盛运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枣庄盛运生物质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3MA3DDRLW40 

注册资本：300 万 

法定代表人：孙景洲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3.28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陶山路 9 号办公楼 2 楼西侧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电力销售;自产蒸汽、热水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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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1、深圳前海盛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盛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528077D 

注册资本：10000 万 

法定代表人：王才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12.1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2、深圳盛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盛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70690000 

注册资本：1000 万 

法定代表人：开晓胜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12.16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锦峰大厦写字楼 14D 

经营范围：环保新技术研发,新型环保设备、环保新技术产品的设计、销售

及上门安装(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股权结构：盛运环保持有 60%股权；深圳市年轮环保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持有

40%股权 

13、商洛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商洛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000305604104U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开金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11.19 

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威尼斯水城 504 号楼 2 单元 302 号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筹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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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4、商水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商水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3MA3X4T45X9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付世文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11.5 

主要经营场所：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步行街中段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资源综合化利用、余热发电(以上依法

须经批准经营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5、铜川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铜川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200305511880W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开粮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12.1 

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长虹南路龙凤佳城 A 座 1 幢 41202 室 

经营范围：环保电厂项目筹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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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6、西安市临潼区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安市临潼区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5311063850X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开金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9.23 

主要经营场所：西安市临潼区环城北路 55 号 2 号楼东单元 1-3-2 室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发、建设、运营及工程施工(上述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7、延安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延安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60030579290X3 

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福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9.25 

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大街 25 号院报社家属院 3 号楼 2-401



 

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活、餐厨及污泥焚烧发电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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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8、陇南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陇南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00MA71B9EH3C 

注册资本：3000 万 

法定代表人：江为民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6.24 

主要经营场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东苑新村农科所家属院一单元

102 号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及资源综合利用、余热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股权结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19、辽阳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辽阳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6768540732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戴祥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6.25 

主要经营场所：辽阳市太子河区新华路 512-15 号 

经营范围：仅供办理相关审批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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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20、苍山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苍山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号：371324200009691 

注册资本：100 万 

法定代表人：董江华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12.20 

主要经营场所：苍山县城会宝路 45 号 

经营范围：对苍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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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二、拟注销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 

率和管理能力，公司拟注销以上控股子公司。注销后，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也相

对应减少，但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备案文件 

1、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