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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9-045 

债券代码：136801            债券简称: 16津创 01 

  债券代码：143609            债券简称：18津创 01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对董事会授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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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公司名称：赤壁创业水务有限公司、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公

司新设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本次拟为赤壁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14,358 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拟为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担保金

额为 12,280 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被担保对象均向本公司提供不低于担保金额的

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告中涉及的财务数字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 394,353.18 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融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78%。目前，本公司对子公

司融资提供的担保，基本属于以下模式： 

公司通过公开竞争、磋商洽谈等方式获得水务业务 PPP项目，以及其他与环

保有关的业务领域项目，项目一般以以下模式运作：公司独资或合资成立项目公

司，由项目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来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经营该项目，项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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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注册资本金一般为项目总投资的 20-30%。项目公司在进行项目融资时，如果

需要，本公司应为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水务业务是本公司主营业务，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业务领域，同时大力发

展环保领域其他业务，预计将不时获取各类项目，需要公司为项目公司的项目融

资等提供担保。按照业务发展规划，公司自即日起至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

预计新增对下属子公司（项目公司）融资提供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的担保，

且符合下述条件： 

1、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赤壁创业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壁公司”），担保金额 14,358

万元； 

（2）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公司”），担保金额 12,280

万元； 

（详见下述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3）除上述担保外，还包括本公司自即日起至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新

设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预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 173,362 万元。 

2、担保金额不超过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应承担的担保份额； 

3、融资标的项目的获得依法合规，且经过公司有权批准机构批准； 

4、融资标的项目的收益水平满足公司的投资要求和标准； 

5、被担保人提供不低于担保金额的反担保； 

6、被担保人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 

上述新增对外担保额度 200,000万元，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为提高效率，实现项目公司高效筹措资金，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

新增担保额度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新增担保额度范围内且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并且满足前述 6项条件下，对自即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新设立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以下担保具体事项

进行批准： 

1、根据公司中标 PPP 项目的实际进度，以及子公司实际需求，具体批准每

一项贷款担保事项并及时披露； 

2、该项贷款是否提供质押、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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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关于赤壁公司，具体情况详见 2019 年 9 月 17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

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对赤壁创业

水务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本公司本次拟为阜阳公司进行担保基本情况如下： 

2019 年 8月，阜阳公司成功签署颍东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具体详见

2019 年 8 月 14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对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17,542.10 万元，项目资本金人民币 5,262.63 万元，

已由本公司向阜阳公司增资解决，剩余投资约 12,279.47万元由阜阳公司通过银

行借款方式解决。根据意向贷款银行要求，本公司须为阜阳公司该项目贷款不超

过 12,28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 

本公司本次为阜阳公司提供担保的范围为与融资机构签署的融资合同项下

阜阳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融资合同项下本金不超过 12,280 万元以及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本公司将对上述保证范围内的全部债务承担经

济上、法律上的连带清偿责任。阜阳公司以颍东污水处理厂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

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阜阳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阜阳公司财务情况，请详见附件。 

 

三、上市公司对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不

含上述拟新增担保额度）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按照《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实际工作安排，公司计

划将本次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将

于近期择机发出。 

上述担保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此项对外担保符合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董事会意见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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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自即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预计新增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0万元，且符合下述条件： 

1、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赤壁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14,358万元； 

（2）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12,280万元； 

（3）自即日起至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公司新设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173,362万元。 

2、担保金额不超过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应承担的担保份额； 

3、融资标的项目的获得依法合规，且经过公司有权批准机构批准； 

4、融资标的项目的收益水平满足公司的投资要求和标准； 

5、被担保人提供不低于担保金额的反担保； 

6、被担保人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新增担保额度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新增担保

额度范围内、且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并且满

足前述 6 项条件下，对自即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新设立的属于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以下担保具体事项进行批准： 

1、根据公司中标 PPP 项目的实际进度，以及子公司实际需求，具体批准每

一项贷款担保事项并及时披露； 

2、该项贷款是否提供质押、抵押。同意将上述新增对外担保额度 200,000

万元及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94,353.18 万元

（包含本公司本次拟为赤壁公司担保、阜阳公司担保及后续新增对下属水务 PPP

项目公司担保事宜金额），其中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净资产的 102.16%，无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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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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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

担

保

方

名

称 

注

册

地

点 

法

定

代

表

人 

经营范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1 

赤

壁

公

司 

赤

壁

市 

费

珉 

市政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设

施、固体废弃物处理、中水

回用设施的开发、建设、经

营管理；环保技术的研发和

推广；水处理设施、环境工

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

交通工程的项目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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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54 2,762.61 5,520.93 1466.70 181.66 33.35% 26080.15 14325.80 11754.35 1101.85 210.18 54.93% 

2 

阜

阳

公

司 

阜

阳

市 

周

敬

东 

市政污水处理厂和自来水厂

及配套设施、固体废弃物处

理设施的开发、建设、经营

管理；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

广；水处理设施、环境工程、

市政工程、公路工程、交通

工程的项目咨询服务。（需

行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75,709 41,292.9 34,416.1 11,188.75 3,274.20 54.54% 89,729.40 38,499.14 51,230.26 10,024.64 3,037.92 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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