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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现场股东大会 

时间：2023年 3月 24日 上午 9：30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号新大都饭店 2号楼 2212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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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3月 24 日 

                      至 2023年 3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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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召集人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介绍到会嘉宾 

（二）主持人宣布股东及股东代表到会情况 

（三）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讨论、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计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3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 关于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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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东提问和发言 

（五）会议对以上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和投票表决 

（六）主持人宣布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 

（七）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出席会议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上签字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五、会议其他事项 

（一）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需要在表决票上签名。 

（二）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 

（四）表决分为同意、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五）会议选派股东或股东代表、监事代表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六）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法

性进行见证。 

（七）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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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情况如下：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提高资金营运能力，根据公司

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计划，公司 2023 年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 亿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借款、中长期借

款、并购资金借款、债券投资、非融资性保函等。授信起始时间、授信期限及额

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在授信期限内，以上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本次授

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期限将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根据公

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确定，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期限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敬请各位股东审议。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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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首创投资”）之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增的合并报表内公司)向银行、融资租

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时，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为其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20亿元（以下除非特别注明，所称“元”均指“人

民币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10亿元人民币，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

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人民币。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

合同或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批复为准；同意北京首

创投资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

具体事宜，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以从其他子公

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

上的子公司额度中调剂使用。期限为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 

北京首创投资为公司控股孙公司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鲁山生物质 

公司名称：鲁山首创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3MA46W3D56W 

成立时间：2019 年 5月 31日 

法定代表人：杜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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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9,2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姚吴程村四组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

利用服务技术咨询；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热力生产和供应。（设计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鲁山生物质为公司控股孙公司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孙公

司北京首创投资之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创投资持股 1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鲁山生物质经审计的总资产 32,431.11 万元，总

负债 23,625.45 万元，净资产 8,805.67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769.36 万

元，净利润-394.33 万元，资产负债率 72.85%。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鲁山

生物质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6,004.46 万元，总负债 27,738.83 万元，净资产

8,265.63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2,478.66 万元，净利润-540.03 万元，资

产负债率 77.04%。 

鲁山生物质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二）普洱焚烧 

公司名称：普洱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02MA6P5RLN38 

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张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 9,107.89 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苑路 28 号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及飞灰填埋处理及环境能源项目建

设、建设维护、运营管理和提供项目的技术和管理咨询；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安

装、技术咨询服务；热力、电力的生产、供应及销售；炉渣、炉灰综合利用；固

体废物生活垃圾收集、运转及处理处置；废品回收；环卫设备、设施的生产、制

造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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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普洱焚烧为公司控股孙公司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北京首创投资之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创投资持股 89.7999%，普洱市思茅国拓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10%，云南正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0.1%，河南省第二

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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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普洱焚烧经审计的总资产 8,741.76 万元，总负债

346.63 万元，净资产 8,395.13 万元，2021 年度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0 万元，资

产负债率 3.97%。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普洱焚烧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0,344.92

万元，总负债 1,674.57 万元，净资产 8,670.35 万元，2022 年度无营业收入，净

利润 0 万元，资产负债率 16.19%。 

普洱焚烧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三）合并报表内的公司 

为满足 2023 年度北京首创投资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除上述

鲁山生物质和普洱焚烧外，剩余担保额度将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在审批额度内按需

使用。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北京首创投资已实际为鲁山生物质和普洱焚烧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0亿元，本次授权的 20亿元担保额度为预计 2023年提供的新增担保单日最高余

额（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

履约保函或符合条件的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等批复为

准。 

四、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由北京首创投资为其合并报表内子公司提供支持，满足公司整体

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鉴于北京首创投资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北京首创投资为其子公司的项目建设

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贷款提供担保事宜符

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 

（2）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北京首创投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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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增的合并报表内公司)

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时，北京首创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

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其中，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

为 10亿元，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10 亿元。实际

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

金融机构的批复为准。并同意北京首创投资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

的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对资产负债率

未超过 70%的子公司可以从其他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额度中调剂使用。期限为自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 2023年 2 月 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为 706,419.8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25.78%。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45,386.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比例 5.31%。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敬请各位股东审议。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