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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柘中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郭加广

电话 021-57403737

传真 021-57401222

电子信箱 guojg@ch-zzc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5,500,255.16 70,632,142.41 217,394,385.34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824,708.81 -585,786.91 43,407,050.52 12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493,510.53 -11,508,461.14 22,823,376.74 2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534,181.09 -20,045,540.00 12,631,512.68 39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02 0.10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02 0.10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3% -0.06% 2.92% 3.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07,409,

328.86

1,038,598,

860.06

1,891,366,

229.83

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0,197,

045.28

950,297,423.09

1,433,372,

336.47

6.7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55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康峰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52% 276,066,710 276,066,710

陆仁军 境内自然人 13.11% 57,884,066 57,884,066

何耀忠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许国园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仰欢贤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唐以波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计吉平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仰新贤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管金强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马瑜骅 境内自然人 1.07% 4,703,080 4,703,0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陆仁军先生持有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0%股权，且为本公司董事

长，其他股东均为本公司董监高人员，除此之外，上述股东无其他关联关

系。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PHC管桩业务仍面对行业竞争激烈、市场萎缩以及折旧、资产减值等较大业绩压力，

成套开关设备业务经营较稳定，在此情况下，公司利用自身资金优势适时扩大了投资业务，最终实现营

业收入205500255.16元，实现净利润96,824,708.81元，在上年度集团整体上市的带动下，基本按照计划

实现了调整结构、抵抗风险、为后续稳步发展奠定基础的经营目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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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桑德环境 股票代码 0008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勒思 张维娅

电话 0717-6442936 0717-6442936

传真 0717-6442830 0717-6442830

电子信箱 ss000826@126.com ss000826@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448,580,192.10 1,711,130,207.54 4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9,430,724.44 312,742,537.75 2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3,009,219.50 309,365,960.09 2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867,926.30 -584,531,771.89 6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9 0.371 2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5 0.371 1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4% 6.88% 0.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358,582,617.80 9,548,933,542.70 2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41,614,519.40 5,182,923,544.91 6.9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58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81%

379,220,

030

0 质押

341,062,

962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5%

23,299,

723

0 -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锐进12期鼎

萨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52%

12,892,

313

0 - -

西藏爱尔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1.46%

12,341,

307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环保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11,000,

000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

合

其他 1.06% 8,948,410 0 - -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

理2020生命周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7% 8,226,127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

合

其他 0.73% 6,201,104 0 - -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

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9% 5,000,000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

合

其他 0.56% 4,698,954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除前

项所述，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2015年8月14日的股东数

据，截至2015年8月14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桑德环境16,289,909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1.92%；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桑德环境9,013,800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1.07%。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桑德环境致力于废物资源化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主营业务涉及固体废弃物处置

系统集成、环保设备制造与销售、城乡环卫一体化、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及特定区域市政供

水、污水处理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从固废投资运营商向综合化环境服务商转变的战略部署取得积极成效。

2015年上半年，公司的战略转型初现成效，从业务领域讲，传统的固废、水务板块业务保持

了持续增长外，公司在环卫、再生资源两大业务板块也取得积极进展，初步呈现四大业务板

块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从产业链讲， 除公司传统的工程施工业务保持了稳定增

长，但各项运营收入取得的了更加迅猛的增长，运营收入在收入中的占比显著提升，并且这

一趋势将继续延续。 运营期内，公司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建设全面开工，为公司未

来的运营收入的增加奠定良好基础；公司在互联网环卫，再生资源网络布局建设方面也做了

大量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自主研发的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污泥脱水设备；所有这些

工作的价值将逐渐体现于公司今后的经营业绩中。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类特许经营协议4项、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系统特

许经营协议1项，通过并购方式获得生活垃圾处理项目2项；公司水务项目运营平稳，通过并

购和托管运营的方式拓展区域周边项目，同时积极推进水务项目提标改造及调价工作；公司

充分利用PPP模式，通过现有营销渠道和客户资源开展环卫业务，公司上半年共签署湖南省

攸县、河北省邱县及万全县、山东省禹城市及平度市、江苏苏州、吉林省吉林市等环卫类特许

经营协议及委托运营协议7项，环卫运营规模迅速增长；公司继续加大对再生资源领域的投

资力度，签订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1项，通过并购湖南同力、哈尔滨群勤、南通森蓝、

攸县供销再生资源等公司大幅提升公司废旧家电拆解能力；2015年6月5日， 公司再生资源

O2O项目的线上平台易再生网正式上线并提供相关服务，意味着桑德环境“互联网+环保”

模式的正式开启。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48,580,192.1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10%；实

现营业利润437,217,243.9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80%;实现净利润377,095,435.06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9,430,724.44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1.45%、21.32%。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一波

二Ｏ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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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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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8月21日以电

话及书面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

实际参会董事7�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94号、2015-095号）。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对外

投资设立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区域环保项目实施所需，公司决定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 ）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该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

为“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拟定为“再生资源产业园投资管

理；从事再生资源产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商品房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租赁、销售及物业管

理服务；互联网信息咨询及“互联网+再生资源园区” 营销服务；仓储服务及物流服务等业

务” 。 该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7,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6,300万元，

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700万元， 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90%、10%（该控股子公司企业名称及

经营范围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 公司本次与湖北合加共同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的目的：作为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实施新邵县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

营管理业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控股子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前期相关事

宜，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进展及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号）。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桑德环境控股的子公司业务范围也逐步拓宽，因部分新增业务的

性质与原有业务有较大差别，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以及应对日后市场

变化，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准确的信息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

情况，公司董事会对于公司新增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业务固定资产折旧以及新增再生

资源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补贴基金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予以确认。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090号）。

四、 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

咸宁分行申请不超过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

行咸宁分行申请不超过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 保函、

信用证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业务授信，期限为12个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票。 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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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公告内容涉及对外投资事项：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 或“公司” ）决定与全资子公司湖

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 ）在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共同对外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德创公司” ）。

二、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金额：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分别以自有资金6,300万元人民币、700万元人民币共同投

资设立邵阳德创公司。

公司在上述对外投资交易事项中涉及的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0.73�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5%。

三、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需履行的程序：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的共同对外投资行为，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事项性质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2、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将视本次对外投资进展事项及投资主体从事具体

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实施特定区域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所需，公司决定与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在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该控股子公司名称

拟定为“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其注册资本确定为人民币7,000万元，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6,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700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10%。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审

议的第二项议案为“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

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并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系设立法人实体， 以开展特定区域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建设的

相关对外投资事项，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

及其他有权机构审批，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子公司工商设立等相关工商登记事

宜，并视设立进展及后续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8,600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咸宁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注册号：422300000002865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税务登记证号码：421200670373252

公司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风电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技术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经营（不含进口可用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

物、报废汽车的回收）；机电设备及配套件的制造、安装；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橡胶制品生

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技术和货物除外）；专

用汽车、自卸式半挂垃圾车的设计、生产、销售（国家有专利规定的凭有效许可证件方可经

营）。

湖北合加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8,6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湖北合加总资产为121,690.63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37,800.62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28,623.73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777.37万元人民币。

截止2015年6月30日，湖北合加总资产为143,906.74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40,482.21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26.630.6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2,681.59万元人民币。

三、 对外投资主体（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出资设立“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时，双方均以自有资金货币形式出资。

2、标的公司“邵阳德创再生资源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经营范围：再生资源产业园投资管理；从事再生资源产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商品房

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租赁、销售及物业管理服务；互联网信息咨询及“互联网+再生资源

园区”营销服务；仓储服务及物流服务；工程设计、施工的咨询服务；技术转让、咨询服务；再

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2）邵阳德创公司股权结构：邵阳德创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00万元，公司出资人

民币6,300万元，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700万元，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90%、10%。

四、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签署的《出资协议书》约定：合资双方应当按照约定的

时间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设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履行出

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责任及义务，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的相关

工商登记事宜。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设立项目公司以实施特定区域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建设，本

次对外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发展方向一致，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及平等协商一致

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六、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5年6月，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人民政府与公司在新邵县签署了《关于新邵县再生资

源产业园项目的合作协议书》，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在新邵县投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新邵县

再生资源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该项目包括园区路网建设、再生资源交易平台

建设、电子废弃物及报废汽车综合利用项目等，项目拟分二期开发实施，预计总投资1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约2.08亿元（具体投资额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最终予以确定），项目选址位于

湖南省新邵县雀塘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深交所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该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规划以及业务发展方向， 由于该公司目前尚处

于筹建期，预计该项对外投资对公司2015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

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以及后续业务开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88）；

2、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投资成立邵阳德创公司的《出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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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5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议案》。现将公司

本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原因

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桑德环境控股的子公司环保细分业务范围也逐步拓宽，因部分新

增业务类别性质与原有业务有较大差别，本着谨慎经营、合理反映各项资产状况以及应对期

后市场变化，同时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准确的信息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

前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于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控股子公司运营类相关发电类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以及新增再生资源类控股子公司相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补贴基金

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予以确认。

二、本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概况

1、根据公司各类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前据以进行会计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原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能涵盖公司未来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运营类资产的实际使用情

况。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生活垃圾处理场（焚烧发电工艺）项目建设进度，公司未来年

度将大规模新增生活垃圾处理场（焚烧发电工艺）运营类资产，以前公司尚未有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类运营资产， 发电类资产设备寿命周期较长， 故参照同行业相关公司类似的折旧年

限，将发电类相关资产折旧年限设定为10-30年，按照与特许经营期限孰短的原则计提。

2、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桑德环境控股的子公司业务范围也逐步拓宽，公司自2014年

起陆续以并购的方式新增环保细分业务—再生资源相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 公司

决定对此类业务发生的补贴基金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相关会计估计采用个别认定方

法，具体如下：

公司通过并购方式新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量逐渐增大， 公司具备电废处置资

质的控股子公司在从事该类业务时按照环保部门对合格拆解量的认定确认应收账款， 该基

金由财政部负责拨付，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1号）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财务综【2012】34号）的相关规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从入库、出库到拆解处理作

业的全部过程都严格视频监控记录，由环保部核实后，确认完成拆解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种类、数量，并汇总提交财政部。 财政部按照环保部提交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种

类、数量和基金补贴标准，核定补贴金额并支付资金。该类补贴基金不存在回收风险，公司拟

根据补贴基金的性质， 将公司新增环保细分业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补贴基金形

成的应收账款个别认定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三、本次确认新增业务会计估计执行时间

本次新增业务会计估计是对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类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建设期

完成并投入运营以后形成的发电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以及并购方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再生资源类业务公司正常经营期间获得的电废拆解补贴基金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会计估计执行时间自控股子公司合并报告之日起开始。

四、本次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 是公司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类控股子公司以及并购方

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再生资源类公司,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能够更加准确、可靠、真实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执行新增业务的会计估计,无需

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公司对于未来新增的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在投入运营后相

关发电类资产对应设备折旧年限确认对公司2015年度年度报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公司以

并购方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再生资源类公司对于补贴基金相关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法

计提坏账准备相关会计估计， 按公司目前再生资源类控股子公司现有拆解业务补贴基金测

算，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净利润影响约增加2,286.00万元，具体影响金额以经会计师审

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确

认，符合有关规定，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财务会计信息更客观、真实和公

允。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 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 是根据公司新增业务的实际情况作出的确

认，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此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会计估计事项。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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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8

月2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会议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主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有关规定要求，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半

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发表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实际经营和

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是根据公司新增业务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确认，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此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确认新增业务会计估计事项。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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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及股权收购事项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 或“公司” ）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

展所需，2015年6月至7月分别经公司董事会、 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及

股权收购相关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情况

1、对外投资事项一：2015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在湖南省新邵县共同合资设立新邵盛煜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3]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

新邵盛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6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新邵盛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522000017130

公司住所：新邵县酿溪镇柏树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高静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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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邵盛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桑德环境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90%；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出资人民

币1,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2、对外投资事项二：公司于2015年6月22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与公

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同时

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9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371324200018304

公司住所：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城顺和路16号

法定代表人：沙志威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发电项目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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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桑德环境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5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3、对外投资事项三：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海城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同时责成

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海城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29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海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海城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210381009219268

公司住所：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响堂区荒岭社区（铁路桥西）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环卫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垃圾无害化处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

施建设与维护；物流；广告；再生资源的回收与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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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城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

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4、对外投资事项四：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张家口恒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同时责成相

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张家口恒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31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张家口恒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130729000014673

公司住所：张家口市万全县孔家庄镇新华街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武继旭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环保设施运营、管理及维护；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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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口恒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

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5、对外投资事项五：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多伦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同时责成相关

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多伦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4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多伦县食品药

品和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多伦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152531000015414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诺尔镇幸福路环卫队大院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

集、转运，垃圾无害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

设施维护；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仅供办理审批许可使用，未

获得审批许可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多伦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

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6、对外投资事项六：公司于2015年8月3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同时责成相关

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17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522000017197

公司住所：新邵县酿溪镇柏树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环卫工程；城乡垃圾分类咨询服

务；物业服务；园林绿化；环卫设备销售；智能环卫管理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物流、广

告；再生资源回收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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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

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二、股权收购事项进展情况

1、股权收购事项一：2015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收购控股子公司焦作市德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

于2015年7月2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股权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8]。

焦作市德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在修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后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焦作市德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804000005142

法定代表人：张宇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桑德环境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股权收购事项二：2015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收购沭阳明澈水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

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收购股权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8]。

沭阳明澈水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在沭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后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沭阳明澈水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321322000087959

法定代表人：林岚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江苏桑德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截至目前，收购标的公司沭阳明澈水业有限公司已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公

司已对其相关资产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方式完成接收并开展经营。

上述公司于近期设立、收购的子公司将作为公司在特定区域的经营业务实体，具体负责

实施当地的环保项目可研立项组织申报及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相关业务。上述对外投资及股

权收购事项将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同时，公司也将视上述业务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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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桑德环境前期为控股子公司枝江桑德枝清水务有限公司以及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

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已全部或部分解除担保， 本次解除担保总额为550万

元。

●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相

关银行申请的10,000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已实施并签署了相关担保协议。

截止2015年8月27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28,2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45%，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控股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需求，为部分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贷款提供了担保，现就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 桑德环境前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展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召开第六届四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枝江桑德枝

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枝清水务”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

的

3,600万元8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详见公司于2009年6月3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09-39）。 在公司本次为枝清水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贷

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枝清水务向该行申请的8年期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200

万元（详见公司于2014年7月2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66）。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枝清水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3,600万元项目贷款，前期已归还2,400万元，枝清水务于2015

年5月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500万元，公司目前为枝清水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700万元。

2、 公司于2014年4月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

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的贷款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老河口水务” ） 于2014年5月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以下简称

“襄阳中行” ）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2014年襄阳中银借字060号），襄阳中行

为老河口水务提供2,100万元9年期项目借款，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确定的担保额度，公

司于2014年5月27日与襄阳中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编号：2014年襄阳中银保字095号），

为老河口水务前述贷款事项提供担保（详见公司于2014年7月2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4-66）。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老河口水务向襄阳中行申请的2,

100万元项目贷款，已于2015年3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50万元，公司目前为老河口水务

向襄阳中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050万元。

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签署担保协议事项：

1、2015年4月，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度提供担

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

据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的贷款需求， 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10,500万

元担保额度，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

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

2、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水务” ）于2015年4月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九原支行（以下简称“包头中行” ）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

号：2015年内中银包九原固贷字0001号），包头中行为包头水务提供10,000万元10年期项目

借款，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确定的担保额度，公司于2015年4月与包头中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编号：2015年内中银包九原保字001号），为包头水务前述贷款事项提供担保。

3、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合同之主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如果债务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

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4）公司为包头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解除担保总额为550万元，新增担保总额10,000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28,250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2.96%，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

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告所述相关控股子公司银行还款单据；

2、包头水务与包头中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