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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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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2017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津市北方创业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

案》，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2017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 2017-125、2017-128、2017-138 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担保事项，公司为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曾用名：

天津市北方创业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园林”）向金融机构或其他

机构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担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自有资产抵质押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含 15 亿元），担保期

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以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最终批复为准。公司进行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京蓝园林 90.11%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完成了上述股权过户事宜，取得京蓝园林 90.11%股权，京蓝园

林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对外担保由此变成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

保，担保期限及额度保持不变。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和新增项目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公司京蓝园林向天津滨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2.43 亿

元。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9），现京蓝园林与滨海农商行、公司与滨海农商行、公司与京

蓝园林分别完成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反担保合同》的签

署。公司为京蓝园林此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蓝园林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京蓝园林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京蓝园林实际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 9.18 亿元（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公司为京蓝园林提供的担保金额在公司已批准的为京蓝园

林提供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九章第 9.2 条、第 9.3 条及第 9.12 条“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发生

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本规则第 9.2 条或

者第 9.3 条规定。已按照第 9.2 条或者第 9.3 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

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的相关规定，以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

交易和关联交易》第二章第八条“因连续十二月内的数笔交易累计达到提交股东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大会审议程序标准的，可以仅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追溯审议

已披露的交易，但应当在相关公告中对所有交易事项予以简要披露”等相关规定，

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  称：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6127388X5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华明大道 20 号 

法定代表人：高学刚 

注册资本：10,09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05 月 19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土木工程；苗木的培育、栽植和销售（种子除外）；

保洁环卫；绿化养管及技术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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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担保人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注：1、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划转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

持京蓝园林股权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

环境”），划转完成后京蓝园林成为京蓝环境的下属公司，公司不再直接持有京

蓝园林股权，目前该事宜仍在推进中。2、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实

施债转股的议案》，公司拟将对京蓝园林 292,612,400 元债权转成股权，其中

36,905,739 元计入注册资本，255,706,661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债转股方案实施

完成后，京蓝园林注册资本将由 100,900,000 元增加至 137,805,739 元，本次增资

后，公司持有京蓝园林 92.76%股权，目前该事宜仍在推进中。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11% 

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5,307,989.85  2,298,328,847.49 

负债总额  1,804,631,954.74  1,697,601,771.16 

净资产  710,676,035.11  600,727,076.33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9,447,240.87  795,145,660.58 

利润总额  125,497,049.70  185,939,188.76 

净利润  109,948,958.78  156,396,405.53 

三、担保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京蓝园林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

申请借款人民币 2.43 亿元。公司为京蓝园林此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京蓝园林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京蓝园林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认为：北方园林所从事的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其生产经营一切

正常，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本次京蓝园林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

提供相应的担保不会对公司带来重大影响和风险。 

2019 年 3 月 15 日，京蓝园林与滨海农商行、公司与滨海农商行、公司与京

蓝园林分别完成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指“主合同”）、《保证合同》、

《反担保合同》的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一）京蓝园林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贰亿肆仟叁佰万元整 

2、贷款种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3、借款期限：12 个月（2019 年 03 月 06 日—2020 年 03 月 05 日） 

4、提款方式：一次性提款 

（二）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担保范围：全额保证 



2、保证方式：（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约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主债务履行期提前

到期的，保证人对提前到期的主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京蓝园林签订的《反担保合同》 

1、反担保范围：京蓝园林依据上述《保证合同》有关条款约定，自愿以其

合法所有的全部财产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 

（1）公司代京蓝园林清偿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滞纳金和实现贷款人

债权的费用等），以及应由京蓝园林支付给公司的滞纳金。（2）公司为实现债

权而产生的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咨询费、差旅费等。 

2、反担保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 号）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有利于满足京蓝园林业务拓展中的

资金需求，有利于促使公司在园林领域的业务得到进一步开拓。被担保人从事行

业发展前景良好，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提供担保是

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整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担保

类型 
担保人 担保对象 

担保 

额度 

实际担

保发生

额 

公司

与下

属公

司之

间的

担保 

京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京蓝北方园林 

（天津）有限公司 
15 11.61 

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 10 0.797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40 21.027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5 1.95 

京蓝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2 0 

巴林右旗京蓝沐禾生态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 
0.52 0.52 

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

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 0.5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102 0.910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3 0.7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

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敖汉旗沐禾生态环境治理有

限公司 
0.05 0.05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

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京蓝沐禾节水装备

有限公司 
0.05 0 

浙江京蓝得韬投资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9 

子公

司对

子公

司的

担保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 

有限公司 

衡水沐禾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0.5 0.12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5 1.95 

公司

及子

公司

对外

担保 

京蓝北方园林 

（天津）有限公司 

赤峰市北创基础设施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2.2728 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 1 

合计 107.533 50.1642 

公司累计已审批对外担保之和为 107.53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47.15%；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