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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券代褐:430060    証券筒称:永邦科技    主亦券商:山西江券

北京北方永邦科技股分有限/Ak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袂央決公告

本/AN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長保江公告内容的真実、准碗利完整,没有虚仮泥

載、渓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井対共内容的真実性、准碗性利完整性承担

企月1及逹帯法律責任。

一、会袂召牙和出席情況

(一 )会袂召升情況

1、 会洪通知的叶同和方式:2017年 2月 13日 ,屯子由F件 。

2、 会洪召升叶同:2017年 2月 23日

3、 会洪召升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金逃兄大楼

839号

4、 会洪召升方式:現場

5、 会洪召集人:董事会

6、 会洪主持人:秦禎祥

7、 召升情況合法、合規、合章程性沈明:本次董事会会洪的召

集、召升、洪案常洪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

要求。

(二 )会洪出席情況

公司現有董事人数共 7人 ,実昧出席本次董事会会洪的董事(包

括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共 7人 ,快席本次董事会次沐.的 董事共 0へ。

公司監事、董事会秩ギ及其他高管夕1席 了本次会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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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案常洪情況

(一 )常洪通辻 《美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長換届逸挙的洪案》

1、 桃案内容

基千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咸貝任期已届満三年,根据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的有美規定,按照相美法律程序董事会格Iit行換

届逸挙。在尊重企人意思的前提下,姪董事会提名推存:原董事

秦禎祥,李徳、張蒙、栃冬米、李昌富墾数逹任,不作変更;原

独立董事張宇輝、邦康彬杵辞去独立董事取券,不再逹任;同 時

提名推存高建年、張仄張力第四届董事会新増候逃人 (新増候逃

董事筒所兄附件 )。

新増候逃董事高建年、張仄張不属子失信咲合冬戒対象。

2、 袂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7票 ,反対票 0票 ,弁叔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lll況
:

本洪案不渉及美瑛交易,元需回避表決。

4、 提交股末大会表決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股末大会常洪。

(二 )常洪通辻 《美子控股子公司天津百録佳禾不保科技有限公司

没立湖南仝姿子公司的洪案》

1、 洪案内容:随着湖南省的土壊修隻市場蓬勃升晨,力更好的

配合当地立券的升晨和合作,公司的控股子/Ak司 天津百録住禾不保科

技有限公司似在湖南浚立的子公司―湖南百録住禾不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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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南分公司撤梢,速祥更有不1子在当地仝面升晨上壊修隻工作。

(1)、 似没立仝光子公司基本情況

1)、 似没立公司名称:湖 南百録住禾不保科技有限公司

2)、 似投入注妍資本:1000万元,全部力貨市資金,一年え内

分期注姿完成。法人代表:李徳

3)、 主菅立弁:不保技木升友服弁、各洵、交流服弁;水立技木

升友服券、各洵、交流服弁;水立科学研究和拭詮友晨;上壊凋理斉1、

活性炭的鎖告;活性友、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的lll造 ;上壊修隻;上

壊凋理斉J的 生声;水 田修隻;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零告。

4)、 注妍地址:K沙高新升友区欣盛路 673号準叶掟不保科技園

研友楼 101三楼。

5)、 公司股末及股杖結胸情況 :

股末名称
汰敷注妍資本

金額 出姿比/fl

天津百録佳禾不保科技有限/AN司 1000万 元 100%

合廿 1000万元 100%

姪菅疱曰:不保技木升友服券、各詢、交流服弁;衣立技木升友

服弁、各洵、交流服券;水立科学研究和拭詮友展;上壊調理斉1、 活性

友的梢告;活性友、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的+1造 ;土壊修隻;土壊凋

理斉J的 生声;水 田修隻;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零告。

上述似没立子公司的名称、菅立場所、鐘菅疱曰等以工商登泥机

美核准力准。

(2)、 没立仝資子公司的目的、対公司的影詢及潜在的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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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没立仝光子公司的目的

公司在湖南没立仝資子公司,有 rll千 荻得当地政府的政策性支持 ,

逃一歩完善公司的哉略布局和K近規裁1,能更宣接有数的カロ張々当地

机胸、企立等緊密合作,能迅速的反泣配合供泣市場的需求,井在当

地提供更仇反的工程服芥,以此占飯和ケ大市場合額,提高公司的知

名度和影詢力。

2)対公司的影哨及潜在的凩隆

本次没立仝資子公司,符合公司立弁方向和K逃友晨規表1,対公

司立弁有釈板正面的影哨,不存在現有或潜在損害公司及共他股末合

法収益的情形。

上述没立仝姿子公司事宜,按規定程序亦理工商登泥手紋,不存

在法律、法規限+1或 禁止的凩隆。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6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3、 回避表決情況 :

本洪案与李徳存在美咲美系,李徳作力美咲方回避表決。

4、 提交股末大会常洪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股末大会常洪。

(三 )常減通辻 《美子預サ 2017年 日常美咲交易的洪案》

1、 洪案内容:根据公司 2016年度的姪菅情況及 2017年度径菅

需要,公司萩汁 2017年度日常性美咲交易情況女口下 :

(1)美咲方基本情況                、



公告編号:2017-007

美咲方姓名/名 称 住所 企立炎型 法定代表人

邦州永邦屯気有限公

司

鄭州市高新区K椿路

9号
私菅企立 秦禎祥

(2)美咲美系

邦州永邦屯気有限公司力公司的股末,占股レヒ例 24.5%。

(3)日 常性美咲交易的主要内容

具体預算明如 :

2017年公司子公司鄭州永邦新能源没各技木有限公司承租邦州

永邦屯気有限公司新蓋的亦公大楼釣 890平米,毎平米租金力 55元 /

月,預汁 2017年亦公楼租金力 59万元。

水屯費萩汁毎月 5000元 ,預汁 2017年水屯費恙額力 6万元。

2、 洪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4票 ,反対票 0票 ,奔杖票数 0票 。

3、 回避表決情況 :

本洪案与秦禎祥、李徳、物冬米存在美咲美系,秦萩祥、李徳、

栃冬共作力美咲方回避表決。

4、 提交股末大会常洪lll況
:

本洪案需提交股末大会常洪

(四 )常洪 《美子控股子公司天津百録住禾不保科
'技

有限へ司注

美咲交易炎型 交易内容 交易方 萩汁友生金額 各注

租賃
(合水屯奏)

公司承租美咲方

戸房邊行生声姪

菅

鄭州永邦屯

気有限公司
65万元

租用亦公

楼 890平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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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湖南分公司的洪案》

1、 洪案内容:力 仇化公司的資声結胸,提升管理退菅数率,似

決定注鎖控股子公司天津百録住禾不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根

据 《公司章程》、《対外投資管理市1度》及相美規定,此次注梢分公司

需姪股末大会常決。

(1)、 注硝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分公司基本情況

名称:天津百録住禾不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負責人:侃洪柏

登泥地址:K沙市雨花区万家雨中路二段 539号万科金域準府

6‖除1102房

成立日期:2016年 2月 26日

経菅疱曰:在求属企立姪菅疱国内升晨下夕1径菅活功:上壊修

隻研究。

2、 洪案表央結果 :

同意票 6票 ,反対票 0票 ,弁双票数 0票。

3、 回避表決情況 :

本洪案均李徳存在美咲美系,李徳作力美咲方回避表決。

4、 提交股末大会常洪情況 :

本洪案需提交股末大会常洪。

(五 )常 洪通辻 《美子提清召升 2017年第二次怖叶股末大会的洪

案》

1、 洪案内容:公司定千 2017年 3月 13日 召升公司 2017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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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怖叶股末大会,井在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紫洸系坑信息披露平台

(http://¬獅可v.neeqo como cn)公 告友布召升 2017年 第二次 |に 叶股末

大会的通知。

2、 桃案表決結果 :

同意票 7票 ,反対票 0票 ,弁杖票数 0票。

3、 回避表決情況 :

本洪案不渉及美咲交易,元需回避表決

三、 各査文件目乗

姪与会董事答字碗汰的《北京北方永邦科技股分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洪央洪》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方永邦科:成晨倫右帳公司

■董事会 |

71を年二り「負12z、
亀190 fj 3■ 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