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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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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9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9年 4月 19日以邮件形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7名，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7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樊昌源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董事在认真听取了《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后认为，该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 2018年度公司落实董事会各项决议、生产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阅，董事会同意《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公司独立董事向

董事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述职。 

此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

相关公告，年报提示性公告同时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此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相关内容。 

此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18 年度，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81,877,861.62 元。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520,116,752.20 元，公司年末资本公积余额为 1,379,869,141.90 元。 

结合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情况及公司后续经营需要情况，2018 年度公司

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审计机构选聘>的议案》 

经公司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友好协商，公司拟不再续聘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经前期调查和

选聘等程序，公司拟建议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机构选聘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

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19年度公司董事长年薪为 80 万元，由公司按照

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其他内部董事薪酬根据其本人在公司所任具体职务情况确

定，不另行发放董事津贴薪酬。公司外部董事不发放董事津贴薪酬，其为公司履

职发生的费用按照公司《差旅费报销制度》报销。独立董事津贴仍为每月 8000



 

元人民币，由公司按照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所需的费用由公

司承担。 

公司根据市场薪酬的变化情况，为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加强绩效考核，提高

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及考核办法进行调整，2019 年度公司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薪酬具体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等制度执行，由公司按照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 

此议案董事薪酬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报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源态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源态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7年、2018年、2019年，源态环保全体股东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承诺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 3,800 万元、4,700万元、5,700 万元。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源态环保 2018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596.85万元，未实现 2018年度的业

绩承诺，低于经纬中耀等 12名股东所承诺的源态环保 2018年预测净利润 4,700

万元的差额为 103.15万元，未达到预测利润的比例为 2.19%。 

根据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在利

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如源态环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源态环保全体股东应当进行补偿”。源态环保 2018

年未实现承诺利润，但由于源态环保 2017年度和 2018年度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601.04 万元，较源态环保原股东所

承诺的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合计预测净利润 8,500 万元超出 101.04 万元，因

此源态环保原股东暂无须就 2018 年度未达利润预测部分对兴源环境进行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杭州兴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为环保设备在中行余杭支行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担保、抵押担保等方式，担保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2,000 万

元及其利息、费用，担保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三年（含三年）。 

《关于公司为杭州兴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中艺生态为山西水投在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的项目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6,240万元及其利息、费用,

担保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22 年。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浙江水美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700万元及其利息、费用，担保期限自协

议生效之日起 1年。 

公司为浙江水美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及其利息、费用，担保期限自

协议生效之日起 1年。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中艺生态在各合作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

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4,000 万元及其利息、费用。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

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69,205,729 股股份，占

公司目前总股份的 23.60%）推荐李建雄、张明贵、杨芳、方强、盛子夏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股东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158,005,112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份的 10.10%）推荐王宇航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以上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建雄、张明贵、

杨芳、方强、盛子夏、王宇航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 6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樊昌源、任永平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钟伟尧、双兴棋将在公司子公司的其他岗位上继

续任职。公司董事会对樊昌源、钟伟尧、双兴棋、任永平任职期间的付出表示感

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69,205,729 股股份，占

公司目前总股份的 23.60%）推荐李丹、汪光宇、路加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经以上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丹、汪光宇、路加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许唯放、王伟、任丽萍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许唯放、王伟、任丽萍任职期间的付出表示感

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就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提交股

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希望（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

易的议案》 

新希望（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推荐的客户（包括公司分子公司、

子公司的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提供保理融资业务，保理融资用途由本公司严

格监管使用，用于支付公司及分子公司与上下游合作商间贸易或劳动服务合同的

款项。协议有效期 2年内，新希望保理为公司推荐的客户提供的保理融资额度（含

专项计划额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整。 

《关于与新希望（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持股 5%以上股东组成联合体投标 PPP 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公司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组成联合体，投标“金乡县莱河十里风光带景



 

观建设 PPP项目”。 

《关于公司与持股 5%以上股东组成联合体投标 PPP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请

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请见同日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樊昌源、钟伟尧、双兴棋、任永平、许唯放、王伟、任丽萍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附：候选人简历 

李建雄先生简介 

李建雄先生，1977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北

京大学 EMBA。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华创阳安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600155）副董事长，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876）

董事，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946）董事，兼任人民大学商学院

管理实践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 MBA特聘企业导师，中国农

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市平谷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专家、清华大学 PPP

基金研究中心专家、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获四川省“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四川省创新型企业家、成都市“蓉漂计划”高层次创新人才、成都市“诸葛精英”

等荣誉称号。 

李建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在公

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任职。李建雄先生作为公

司董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明贵先生简介 

张明贵先生，198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

学历。曾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现任四川新希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总

部董事长，四川川商返乡兴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董事长，四川旅游产

业创新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董事长，兼任四川省川商总会秘书长。 

张明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在公

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任职。张明贵先生作为公

司董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杨芳女士简介 

杨芳女士，1971 年 06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民主建国会

成员，财务会计学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和澳

洲会计师公会会员。曾担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中

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市注

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指导及教育培训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担任清华大学首席财务官会计硕士行业导师，中国金融三十人论坛成员，并荣获

“2018 中国国际财务领袖年度人物”等奖项。 

杨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在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任职。杨芳女士作为公司董

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情形。 

方强先生简介 

方强先生，1970 年 0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浙江

大学工学学士学位，清华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曾任成都传媒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现任浙江省旅游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委会主席，浙江

新国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方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在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任职。方强先生作为公司董

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

所规定的情形。 

盛子夏先生简介 

盛子夏先生，1978年 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

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风险管理部经理，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

管理部总经理。现任启畅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盛子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在公

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任职。盛子夏先生作为公

司董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宇航先生简介 

王宇航先生，1984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学士本

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曾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浙

江分所高级经理、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杭州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王宇航先生未持有兴源环境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在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任职。王宇航先生作为

公司董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李丹女士简介 

李丹女士，1978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美国佐

治亚理工大学会计专业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担任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席财务官双学位硕士项目学术主任、清华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李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单位任职。李丹女士作为公司董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李丹女士已于 2014年 8月取得上

交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证书编号：320085）。 

汪光宇女士简介 

汪光宇女士，1972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现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曾为多家大型企

业集团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或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工作，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公司治理、

改制重组、上市、收购兼并、投融资等法律业务，对企业经营管理、公司兼并重组

等法律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曾兼任重庆市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汪光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单位任职。汪光宇女士作为公司董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汪光宇女士已于 2012 年 3

月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证书编号：1204108569）。 

路加先生简介 

路加先生，1978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

清华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曾受聘于多个地方政府担任外部顾问，参与区域绿色

发展顶层设计；为多家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咨询。曾任施耐德电气（中国）



 

有限公司商务咨询部总经理、战略规划部经理。现任启迪瑞景能源环境科学研究院

院长。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PEC 的外部专家，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副会

长。美国能源工程师协会注册能源管理师。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友导师。长期从事

环境、生态、能源领域的工作，在企业战略规划、技术研发布局、项目论证与投资、

区域绿色发展转型、行业研究、自然资本投资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路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单位任职。路加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人选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