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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13年 4月 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3年 4月 19 日在公司五楼董事会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9人，出席会议董事为 9人。公

司全部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的议案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对所属“铬渣综合治理项目”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 8,721.6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的公告》（编号：临 2013-021）。 

    赞成 9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总经理 2012 年年度经营工作报告》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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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母公司 2012年实现税后利润

26,414,010.20 元，按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共计 2,641,401.02 元，加上上

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490,836,954.57 元，2012年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514,609,563.75 元。 

公司计划 2012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

润结转下一年度并计划用于经营。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公司 2013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分项表决事项：  

（一）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支付关联债务的事项  

涉及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铬渣治理综合利用发电总承包工程， 合

同总额92,158 万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累计支付82,701.65万元，余款待审计并按公

司相关程序审批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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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融资计划  

    1、2013年母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其中： 

   （1）母公司拟采用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流动资金不

超过 63,000万元，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理、信托、委托贷款、贸易融资

及票据融资等。其中，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作为抵押物向中

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抵押借款 2,000万元；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高尔夫球练习场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抵押贷款 2,000 万

元；借款抵押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抵押、最高额抵押等，借款及抵押期限均不超

过 3年； 

   （2)母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37,000万元的借款，

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 

    2、2013 年鄂州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借款授信额度不

超过 10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 

3、2013 年襄阳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拟采用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

向金融机构融通项目资金不超过 8,000万元； 

    4、2013 年长沙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采用信用、保证、抵

押、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项目资金不超过 4,000万元； 

5、2013 年武汉光谷加速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借款授信

额度不超过 35,000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 

6、2013 年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45,000 万元，其中： 

  （1）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采用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向金

融机构融通流动资金不超过 30,000 万元，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理、信托、

委托贷款、贸易融资及票据融资等； 

  （2）拟将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合肥分公司#6、芜湖分公

司#2机组脱硫岛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担保

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 

    7、2013 年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拟采用信用、保证、抵押、质

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250,000万元，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借

款、保理、信托、委托贷款、贸易融资及票据融资等； 

8、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银行授信落实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在年度融资

计划范围内审批借款事宜，审批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全资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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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有效期为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至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三）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担保计划  

公司将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共计2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编号：临2013-022）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编号：

临 2013-023） 

赞成 6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丁振国、彭晓璐、付汉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借款合同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98,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拟签订借款合同的公告》（编号：临 2013-024）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兑付 2012年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余额的议案》 

同意根据考核结果足额向专职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兑付 2012年薪酬余额，其

中专职董事、监事的薪酬支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人员领取报酬的情况详见 2012年年度报告。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3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

计机构，其报酬不超过人民币 78 万元。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3年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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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其报酬不超过人民币 30万元。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付汉江先生、刘巍先生为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决定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内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通过

对公司有关情况的了解和调查，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公司 2012年度内发生及累

计发生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作专项说明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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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往来贷方发生总额为

28,311.57 万元，报告期末无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往来余额；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均无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关联资金往来借方发生总额为

26,237.38 万元，贷方发生总额为 18,034.27 万元，报告期末经营性关联资金往来

余额为 39,683.40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关联资金往来借方发生总额为 90,746.06

万元，贷方发生总额为 68,371.28 万元，报告期末关联资金往来余额为 104,163.23

万元（其中委托贷款本金 53,000.00 万元），均为非经营性往来。 

4、报告期内关联自然人无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5、报告期末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关联资金往来余额 3,686.50 万元，为公

司应收前大股东的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股权款。 

二、关于对外担保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担保 13,000.00 万元，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19,892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路通公路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担保 1,400.00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3,892.00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的 55.03%。 

公司以上行为均按程序进行审批，不存在《通知》中所述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

的情况和对控股股东及其所属企业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况。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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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母公司 2012 年实现税后利润

26,414,010.20 元，按公司法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共计 2,641,401.02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490,836,954.57 元，2012 年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514,609,563.75 元。 

公司计划 201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未分配利

润结转下一年度。 

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对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为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科技园区及环保科技三大板块的核心竞争力，优化

公司股权结构，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盈利能力和长远发展潜力，进行开发建设，

需要加大经营资本的投入，因此资金需求量增多，资金周转不畅，使公司面临较大

的资金压力； 

2、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3、我们认为，上述预案符合规定及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同意本方案。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会前对《关于续聘 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提案》进行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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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该项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范意见》、《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及其报酬》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对公司续聘众环

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事务所，并支付其年度

报酬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

事务所是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用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法规要求。 

2、2012 年 12 月 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对年审机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审计

报酬拟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73 万元。 

3、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并多年从事上市公

司财务审计工作，对公司的财务情况熟悉，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未发现该公司工作人

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未发现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试图影响其独立审计

的行为。公司为该公司支付的 2012 年度报酬 73万元是依据公司会议决定并视其表

现而定。 

4、为继续做好公司的财务审计工作，同意公司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其年度报酬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酌情而定。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内控审计机构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会前对《关于续聘 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提案》进行了审查，

同意将该项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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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且亦为公

司财务报告审计的服务机构,对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及财务状况较为熟悉,具备承担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的能力，报告期内按计划完成了对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的任务。

我们同意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和聘任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张如宾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针对上述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经核查，张如宾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张如宾先生申

请辞职的相关程序合符《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经核查，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发

现有《公司法》147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

职业操守。本次董事会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其聘任结果。  

 

 

独立董事：李德军、杨汉刚、夏成才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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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简历 

付汉江，男，51岁，中共党员，工学学士，一级建造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2012年 1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历任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7年 10月起任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 8 月至 2013年 3月任湖

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刘巍，男，31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2005 年 7月至 2008年

12月任职于武汉东湖开发区管委会；2008年 12月至 2012年 12月 在湖北省科技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投资管理部、基金管理办公室部长；2013年 1月至 2013

年 2月在武汉联投地产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3年 2月至今在武汉软件新城发

展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