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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 2021 年 04月 0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04月 16 日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6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6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 42,876,863.76 元（含税），

分配比例为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0元（含税）。在公司实施本利润分

配预案前，若公司股本总额有变动，公司将以最新股本总额为利润分配的股本基

数，并根据“现金分红总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实施方案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分

配比例，即每股分得的现金红利数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预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报告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七、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授信额

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3,760 万元，该授信额度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可循环使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及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子公

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261,760 万元的担保（不含保证金），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及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文件，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子公

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产品销售提

供预收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向其下游客户中核核电后勤服

务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江西有限公司销售产品提供预收款担保，最高

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900万元（含 6,9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年（含

1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同时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签署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产品销售提

供预收款担保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汇盈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铜陵金圆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

务，合计可循环操作投入套期保值业务金额（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

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子公司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 2020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10,784.02万元（其

中信用减值准备 3,539.64 万元、资产减值准备 7,244.38万元），共计减少 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85.15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

值准备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赵继凤女士辞职，公司拟提名赵卫东为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及提名董

事、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赵卫东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万建利先生、赵卫东先生、田小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万建利先生、赵卫东

先生、田小军先生简历见附件）。 

十五、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杨晓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杨晓

芬女士简历及通讯方式见附件） 

十六、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即将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到期，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继续延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至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为止。除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0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授权有效期将于 2021年 6月 18日到期，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议案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10日为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开展资产池业务的

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新金

叶实业有限公司、上饶市金钱湾铜业有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开展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资产池业务，业务期限不超过 3

年（含 3年），上述额度在业务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本次进行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

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十一、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于 2020 年 05月 12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 



7．《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为子公司产品销售提供预收款担

保的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需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11.《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2.《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13.《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4月 20日 

 

 

 

 

 

 

 

 

 



附件： 

1.万建利，男，1983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曾任

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万建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2.赵卫东，男，1968年生，大专学历，曾任浙江康居建筑配套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赵卫东先生具备必要的专业背景和从业经验，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亦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赵卫东先生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赵卫东先生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卫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500股。赵卫东先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赵卫东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田小军，男，1977年生，工程硕士，工程师、经济师、装配式建筑高级

管理师，曾任香港昌兴矿业集团公司工程管理部总经理、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子公司总经理、安徽普氏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田小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2,10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4.杨晓芬，女，1992年生，本科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券、基金从业

资格，曾任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杨晓芬女士已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的能力。 

杨晓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不符合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号信雅达国际 1号楼 30楼 

办公电话：0571-86602265  

传真：0571-85286821 

邮编：310052  

电子邮箱：jygf@jys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