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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8月7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8月7日  

至2020年8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开会  

（二）会议议程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审议《关于调整2020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审议《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审议《关于调整公司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三）大会对上述1-7项议案逐项进行表决  

（四）统计股东投票结果，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五）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大会闭幕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一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最新修订要求，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

行修订，同时对《公司章程》的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进行同步修订。 

因河北省石家庄市市政府土地规划的调整需要，公司注册地址拟由“中国河

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393号”调整为“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383号”，

公司须对《公司章程》的注册地址进行变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新奥生态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5）及修订后的相关

制度。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二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证独立董事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制度修订后的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新奥股份独立董事制度》（2020 年 7 月修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三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最新修订要求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制度修订后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新奥股份监事会议事规则》（2020 年 7 月修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四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0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调整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及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2020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38）。 

为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展需求，公司拟对 2020 年为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预计作出调整，担保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担保 

序号 被担保人 原预计额度 调整数额 调整后额度 

1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5 亿元人民币 0 5 亿元人民币 

2 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 亿元人民币 0 2 亿元人民币 

3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 亿元人民币 0 9 亿元人民币 

4 新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 4 亿元人民币 0 4 亿元人民币 

5 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5 亿元人民币 0 15 亿元人民币 

6 重庆新奥龙新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0 2 亿元人民币 2 亿元人民币 



7 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5 亿美元 0 5 亿美元 

8 新奥液化天然气（新加坡）有限公司 0 1 亿美元 1 亿美元 

上述担保额度在 2020 年度内，可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包括授权期限内公司

新设或新合并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包括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或新合并

的控股子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公司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7 日 

（2）注册资本：79,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沙沙圪台

村 

（4）法定代表人：于建潮 

（5）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机械、机电

设备及零配件修理 

（6）股权结构：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586,283.61 万元人民

币，总负债为 281,864.67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8.08%，净资产为 304,418.94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61,563.54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45,671.41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609,848.62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361,571.51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59.29%，净资产

为 248,277.11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16,328.00 万元人民币，净

利润为 2,554.71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29 日 

（2）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郭南村 

（4）法定代表人：于建潮 

（5）经营范围：液化天然气生产、煤层气输配与销售、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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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28,296.13 万元人民

币，总负债为 11,731.16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1.46%，净资产为 16,564.97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4,767.1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2,219.43 万

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23,726.89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6,407.22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27.00%，净资产为

17,319.67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7,258.2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为 707.57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被担保人名称：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 年 4 月 7 日 

（2）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廊坊开发区华祥路 118 号新奥科技园 B 楼 

（4）法定代表人：于建潮 

（5）经营范围：能源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集成与转化；石油和煤炭能

源、催化材料、洁净煤炭转化、一碳化工工艺、应用化学、环保工程工程测量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工程测量、工程咨询；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热力工程）专业设计，化

工石化医药行业设计，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管道输送）专业设计；煤

炭行业（矿井）专业设计，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专业设计，建筑幕墙工程专

项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石油化工工程

施工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天然气加气子站的建设及相关设备的租赁，

锅炉安装，压力管道设计及安装，压力容器设计及制造，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工

程设备及所需物资的采购与销售；（以上凭资质经营）销售：反应器、填料、余

热锅炉，化学试剂和助剂、化学用品（化学危险品除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能源及环保装备的集成制造；天然

气加气站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以上自产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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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591,022.85 万元人民

币，总负债为 408,215.60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69.07%，净资产为 182,807.25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57,457.4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46,144.93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495,465.76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304,837.75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61.53%，净资产

为 190,628.01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56,954.38 万元人民币，净

利润为 7,190.89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 被担保人名称：新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24 日 

（2）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 B10 号楼 485

室 

（4）法定代表人：于建潮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企业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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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41,462.74 万元人民

币，总负债为 33,309.02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80.33%，净资产为 8,153.72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71,350.1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207.53 万

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37,378.64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28,505.71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6.26%，净资产为

8,872.93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27,375.9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为 719.21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2）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212 室 

（4）法定代表人：于建潮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

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

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财务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代理服务；

建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管道运输设备销售；减振降噪设备销售；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

纯净设备销售；深海石油钻探设备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

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特种设

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

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燃气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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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140,324.00 万元人民

币，总负债为 1,333.04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0.95%，净资产为 138,990.92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27,078.39 万元人



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386,852.78 万

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406.55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0.11%，净资产为

386,446.23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135.16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 重庆新奥龙新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2）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园区公共服务中心办公楼二层 

（4）法定代表人：霍增培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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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重庆涪陵能源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9% 

（7）重庆新奥龙新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7. 被担保人名称：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4 日  

（2）实收资本：77,818.16 万美元 

（3）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4）主营业务：投资管理 

（5）股权结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6）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1,034,785.98 万人民

币，总负债为 503,940.59 万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8.70%，净资产为 530,845.39

万人民币，2019 年度净利润为 31,592.33 万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1,054,852.33 万人民币，总负债为 520,851.26 万

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9.38%，净资产为 534,001.07 万人民币，2020 年 1-3 月

净利润为 1,549.75 万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 新奥液化天然气（新加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 

（2）注册资本：500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新加坡 

（4）主营业务：从事液化天然气采购、市场营销及销售  

（5）股权结构：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6）新奥液化天然气（新加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将采用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方式，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协议的具体

内容以相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与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担保有

助于公司日常业务拓展，符合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担保符合公

司经营实际需求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优良，财务状

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我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公司

提供担保的情况，且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 69.89 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5.52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74.7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9 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 70.04%。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五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因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拟以境外全资子公司 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和 Xinneng (Hong Kon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中文名称为“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申请人在中国境外

分别发行境外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发行”）、申请一般商业贷款（以下简称

“本次贷款”），合计不超过 8 亿美元（含 8 亿美元），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和本

次贷款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为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提供担保 

公司拟以其境外全资子公司 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为发行人在中国境外发行债券，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本次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债券发行的方案 

1、发行主体：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的规模不超过 8 亿美元（含 8 亿美元），可分期

发行。最终发行规模将视公司资金需求及本次债券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前述金额

范围内确定，并以国家相关部门的备案金额为准。 

3、发行币种：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 

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本此债券发行按照美国证券法 S 条例或 144A 进

行，发行方式可采用公募、私募等多种形式，发行对象为符合认购条件的投资者。 

5、债券期限：本次债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7 年，最终将按照本次债券发行时



资金需求情况和市场情况确定。 

6、发行价格及发行利率：本次债券发行具体价格及利率将按照债券发行时

市场情况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一般

公司用途，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发展、偿还境内外债务等。 

8、增信措施：公司为发行人在本次债券发行项下的本金、利息及其他相关

费用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 上市地点：本次债券发行后拟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交所”）或其他境外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将按照上市地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债

券交易流通事宜。 

10、 决议有效期：本次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2、注册资本：100 美元 

3、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4、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香港持有其 100%股份 

5、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总资产 337,625.56 万人民币，总负债 357,054.64 万人民币，

净资产-19,429.08 万人民币，2019 年度净利润-13,851.18 万人民币（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截至2020年3月31日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总资产 341,713.59 万人民币，总负债 372,001.08 万人民币，净资产-30,287.49 万

人民币，2020 年 1-3 月净利润-14,006.03 万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1、担保额度及范围：不超过 8 亿美元（含 8 亿美元）的债券本金及其利息、

其他相关费用，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行情况为准。 

2、担保期限：不超过 7 年，具体担保期限以债券实际发行期限情况为准。 

3、担保方式：信用保证。 



（四）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境外债券的顺利发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予管理层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次债券发行时的市场条件，全权办理

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本次债

券发行的相关合同及授权文件以及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上述事项授权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五）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向相关

主管部门报送本次拟发行债券方案、担保及授权事项，获准发行后方可实施。最

终方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机构备案登记文件为准。 

二、拟为境外全资子公司一般商业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Xinneng (Hong Kon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拟申请

一般商业贷款不超过 5 亿美元（含 5 亿美元），具体金额视境外债券发行金额而

定，境外债券及一般商业贷款融资总额不超过 8 亿美元（含 8 亿美元）。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Xinneng (Hong Kon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2、实收资本：77,818.16 万美元 

3、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4、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5、主营业务：投资管理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1,034,785.98 万人

民币，总负债为 503,940.59 万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8.70%，净资产为 530,845.39

万人民币，2019 年度，净利润为 31,592.33 万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1,054,852.33 万人民币，总负债为 520,851.26

万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9.38%，净资产为 534,001.07 万人民币，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为 1,549.75 万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拟为 Xinneng (Hong Kon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本次贷款事项提供担保 

2、担保额度：不超过 5 亿美元（含 5 亿）的一般商业贷款本金及其利息、

其他相关费用，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度为准 

3、担保期限：不超过 7 年，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融资情况为准 

4、担保方式：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授权事项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组织

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授权文件以及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上述事项授权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拟在境外发行境外债券和申请一般

商业贷款，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海外资金实力，拓宽融资渠道以

及优化融资结构，公司拟为本次债券和商业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境外债券发行

工作和申请商业贷款工作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本次对外担保决

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公司

提供担保的情况，且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69.89 亿元（不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

币 65.52 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74.7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70.04%。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六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2020 年 7 月 21 日，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发展需求，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矿业有限公

司及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拟对新能能源增加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

信额度由 7.3 亿元人民币至 8.3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事项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调整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及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135）。 

为满足发展需求，新能能源拟增加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由 7.3 亿元

人民币至 8.3 亿元人民币，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及新奥（天

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拟就上述融资授信事项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

号 

授信主体 原授信额

度 

调整

数额 

调整后授

信金额 

担保人 担保

方式 

其他担保方 

1 
渣打银行北京

分行 
1 亿元 0 1 亿元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全 额

连 带

保 证

责 任

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玉锁先生 

2 中行达旗支行 2 亿元 1 亿元 3 亿元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新奥（天

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新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

王玉锁夫妇 

3 农行达旗支行 3,000 万元 0 3,000 万元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无 

4 建行达旗支行 3 亿元 0 3 亿元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无 

5 
中信银行呼和

浩特分行 
1 亿元 0 1 亿元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无 

以上担保额度在 2020 年度内，可在授信主体（包括授权期限内新增授信主

体）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公司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新能矿业持有新能能源 75%的股权，公司董事长暨实际

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和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新能能源 15%和 10%股权。就上述融资授信，公司拟提供超出 75%持

股比例的全额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二

条第（十七）项的有关规定，前述担保构成关联担保，即公司为新能能源提供的

上述担保构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王爱召镇园子圪卜村 

3. 法定代表人：张晓阳 



4. 注册资本：32,516 万美元 

5.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通过煤洁净化利用技术，从事甲醇、硫磺、

液氩的生产及销售、上述产品的深加工、液氧、液氮、氨水的生产和销售；一般

经营项目：水蒸气、炉渣、炉灰的生产和销售；电力生产；货物装卸与搬运；技

术服务与维修；中油、重油、粗芘油、硫酸铵、工业氯化钠、工业硫酸钠、脱盐

水的生产与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6. 股东及持股比例：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持股 75%、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10%、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长暨实

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业。 

 

上述蓝色代表的主体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业 

7.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能能源总资产为 804,903.50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517,750.23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287,153.27 万元人



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287,100.6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0,031.47 万元

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918,892.72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636,217.95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282,674.78 万元人

民币，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51,969.88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4,715.61 万

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及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新能能源提供

担保将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式，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相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新能能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

良好，资信情况优良。上述关联担保系新能能源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有利于优化新能能源债务结构，提高新能能源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及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新能能源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

其日常运营及盈利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公

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且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69.89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5.52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74.7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9 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 70.04%。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会议资料之七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2020 年 3 月 12 日，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业务规模累计不超过 3.5 亿美元，期限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11）。 

2020 年 7 月 21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同意扩大公司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

开展主体至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同时调增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规模

至 10 亿美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开展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局动荡及中美贸易战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外汇市场波动较大，人民币承压。 

随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推进，公司的境外并购贷款融资工作也根据项

目进度有序开展。为有效防范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公司拟通过金融衍生品工具对

公司现有和未来新增外币汇率和利率风险敞口进行管理，产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二、2020 年 3 月至今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开展情况 

2020 年 3 月至今，公司针对 1.35 亿美元开展了利率掉期业务。 

三、调整后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一）业务品种 

公司拟选择如下业务类型之一或组合： 

    1、远期结售汇业务：对应未来的收付汇金额与时间，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

汇合约，锁定未来收汇的结汇汇率或者未来付汇的购汇汇率。 

    2、掉期（包括利率和汇率掉期等）：通过利率或者汇率互换，将利率固定或

者汇率单项锁定，或者利率和汇率同时锁定。 

3、外汇期权及期权组合产品（包括封顶期权、价差期权等）：公司与银行签

订外汇期权合约，就是否在规定的期间按照合约约定的执行汇率和其他约定条件，

买入或者卖出外汇的选择权进行交易。 

（二）业务规模 

该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不进行投机交易，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套保规模累计不超过 10 亿美元。 

（三）资金来源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套期保值业务相关的保证金及到期交割资金（若到期

衍生品业务产生亏损）。 

（四）交易主体 

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五）交易对方 

具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经营资格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六）授权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根据市场情况办理相关业务，公司董事会不再对具体

金融机构出具董事会决议。 



四、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交

易，以具体业务为依托，规避和防范汇率及利率风险。但进行外汇及利率套期保

值业务也存有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 

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进程，人民币以市场供给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

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为常态。当市场波动方向与外汇套期保值合约

方向不一致时，意味着公司虽然锁定了外汇风险，但是放弃了汇率向着公司有利

方向波动的正面影响和收益。 

2、操作风险 

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高，可能会由于操作人员水

平而造成一定风险。 

3、履约风险 

外汇或利率套期保值交易对手出现违约，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支付公司套期保

值义务。 

五、公司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控制措施 

1、为避免市场风险，公司将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

境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同时，公司也将选择部分进行套期保值，通过套期

保值的运用，在套期高度有效情况下，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将抵销被套期项目

公允价值变动，使整个交易的公允价值变动不再对公司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2、为避免操作风险，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对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操作规定、组织机构、业务流程、保密制度、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



确规定。 

3、为避免履约风险，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选择信用级别高的大型商业银行。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

定及其指南，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和披露。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外汇及利率套期

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外汇及利

率套期保值业务，其目的是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减少汇兑损失，降低公司因存在

未来外币资产和负债而对财务费用的不利影响。上述业务的开展为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情况。本议案的相关审批程序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开展外汇及利率套期保值业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