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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4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批 2020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根据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于 2020

年度继续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概况 

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核定2020年全年担保额度共计 136

亿元，具体如下： 

被担保人 
注册资本 

（万元） 

2019 年 

资产负债率 

2020 年度担保额度 

（万元）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控股子

公司 
- - 623,000 

其中：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80,000.00 72.11% 105,300 

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38,000.00 47.11% 71,200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5,000.00 44.07% 34,300 

天津泰环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20,000.00 80.01% 33,000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9,000.00 50.88% 28,000 

黄山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0,000.00 68.36% 39,000 

高邮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0,650.66 78.76% 12,000 

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10,000.00 63.67% 49,700 

河北泰达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9,600.00 1.31% 23,000 

遵化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9,000.00 17.79% 20,500 

天津雍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15,000.00 11.65% 42,000 

衡水冀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8,058.00 0.63% 18,000 

黄山泰达通源环保有限公司 2,100.00 2.12% 5,000 

扬州泰环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2,956.42 22.10% 12,000 

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5,000.00 0.08% 35,000 

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6,000.00 3.41% 68,000 

昌邑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1,421.11 -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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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被担保人 
注册资本 

（万元） 

2019 年 

资产负债率 

2020 年度担保额度 

（万元）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控

股子公司 
- - 305,000 

其中：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5,196.00 91.38% 293,000 

天津兴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93.00% 12,000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控

股子公司 
- - 282,000 

其中：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408.16 93.24% 140,000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0 84.63% 80,000 

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00.00 113.10% 20,000 

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000.00 91.65% 2,000 

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4,500.00 76.98% 40,000 

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9,976.84 79.67% 140,000 

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8,000.00 32.35% 10,000 

注 1：2020 年度授权的担保额度已包括此前仍未履行完毕的担保额度，实为滚动使用。 

注 2：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4,500 万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控股子公司 

1.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9 日 

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 

法定代表人：王贺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固体废弃物的综合

利用及其电力生产（不含供电）；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环保

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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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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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550,156.58 591,152.36 

负债总额 396,692.58 436,415.47 

            流动负债总额 206,306.75 246,725.92 

            银行贷款总额 345,196.02 340,531.13 

净资产 153,464.00 154,736.89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70,382.34 13,636.97 

利润总额 23,089.63 2,710.24 

净利润 19,809.93 2,238.1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00 万元，对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 17,100 万元，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 12 日 

住所：杨庙镇赵庄村 

法定代表人：陈艳国 

注册资本：38,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0.06% 



 4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销售所产生的电力、汽、热及灰渣、灰

渣制品。对环保类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环保项目的设计及咨询服务，

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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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27,831.65 134,167.47 

负债总额 60,216.23 67,496.96 

            流动负债总额 9,577.26 12,094.30 

            银行贷款总额 47,071.28 61,595.15 

净资产 67,615.42 66,670.51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2,803.80 2,062.52 

利润总额 6,845.08 397.63 

净利润 6,329.62 319.2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9 年 8 月 20 日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拉树房村西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扬州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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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殷凤超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对环保类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对生活垃圾焚烧后的综合利用

及电力生产；环保项目投资；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

销售、租赁。（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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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73,346.40 67,800.50 

负债总额 32,325.12 30,062.61 

        流动负债总额 22,075.01 25,340.14 

          银行贷款总额 31,719.50 30,862.12 

净资产 41,021.28 37,737.90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0,979.19 2,132.67 

利润总额 5,264.23 733.11 

净利润 3,948.49 549.8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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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泰环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5 日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杨北公路 296 号 

法定代表人：杨恩德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不含危险废物）及其电力、蒸汽灰烬的

生产；环保工程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环保项目的咨询、设计服务；环保设施

与技术设备的开发、租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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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01,167.76 102,292.90 

负债总额 80,948.71 80,761.42 

            流动负债总额 60,936.07 61,163.91 

            银行贷款总额 24,770.89 22,457.39 

净资产 20,219.05 21,531.48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3,233.34 1,615.01 

利润总额 1,180.86 336.14 

净利润 1,187.12 336.14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10% 

90% 

天津泰环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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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27 日 

住所：故城县西苑工业项目区 

法定代表人：李京海 

注册资金：9,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对生物质能发电厂投资、建设、运营；电力销售；对生物质燃料

进行综合加工与利用；开发与清洁发展机制相关的经营交易；提供技术咨询、设

备运行维护服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

前不得经营）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33,418.87 36,282.86 

负债总额 17,002.61 19,101.58 

            流动负债总额 17,002.61 19,101.58 

            银行贷款总额 13,543.04 10,766.67 

净资产 16,416.26 17,181.28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衡水泰达生物质能

发电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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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4,451.74 2,819.22 

利润总额 3,226.35 926.05 

净利润 2,777.13 765.0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 黄山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16 日 

住所：黄山市徽州区循环经济园昌盛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才玉 

注册资金：2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环保技术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环保项目设计、咨询

（不含中介）、投资、运营管理；再生资源开发、收运、再利用；电力生产及发

电项目开发（不含供电）。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64,580.94 63,897.61 

负债总额 44,150.45 43,318.32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黄山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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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流动负债总额 9,006.28 8,174.15 

            银行贷款总额 35,264.39 40,264.39 

净资产 20,430.49 20,579.29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5,089.94 1,092.97 

利润总额 487.32 148.80 

净利润 456.49 148.8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 高邮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9 日 

住所：高邮市龙虬镇兴南村 

法定代表人：付晨光 

注册资金：10,650.6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环保类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销售所产

生的电力、汽、热及灰渣、灰渣制品；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环保技术设

备的开发、销售、租赁。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高邮市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18.78% 

81.22% 

高邮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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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68,927.42 68,657.20 

负债总额 54,290.51 53,787.87 

           流动负债总额 23,414.40 23,281.88 

          银行贷款总额 39,664.10 41,039.70 

净资产 14,636.91 14,780.22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7,099.94  1,219.08 

利润总额           2,588.81  232.42 

净利润           2,540.60  232.4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 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21 日 

住所：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东庄子村村北侧 

法定代表人：徐璘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城市垃圾处理服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炉料销售；供热服务；

电力供应服务；飞灰固化填埋（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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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天津泉泰生活垃圾

处理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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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28,644.38 28,830.00 

负债总额 18,238.84 18,381.19 

           流动负债总额 1,038.84 1,181.19 

           银行贷款总额 17,200.00 17,200.00 

净资产 10,405.54 10,448.81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778.64 241.76 

利润总额 193.37 -1.33 

净利润 112.41 -1.3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 河北泰达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28 日 

住所：河北遵化经济开发区金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金：9,6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对生物质能发电厂投资、建设、运营；电力销售；对生物质燃料

废料进行综合加工与利用；开发与清洁发展机制相关的经营交易；提供技术咨询、

设备运行维护服务；热力生产供应；生物质能工程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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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9,061.28 9,045.57 

负债总额 118.88 104.30 

            流动负债总额 118.88 104.30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8,942.41 8,941.27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36.19 -1.14 

净利润 -136.19 -1.1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 遵化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6 日 

住所：河北省遵化经济开发区金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金：9,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环保设备研发、制造、销售、租赁；环保项目设计、咨询（不含

中介）；运营管理；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其电力生产（不含供电），城市垃圾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河北泰达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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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服务（受遵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委托处理生活垃圾）；炉料销售。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0,871.88 10,121.05 

负债总额 1,934.02 1,184.01 

            流动负债总额 1,934.02 1,184.01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8,937.85 8,937.05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52.59 -0.81 

净利润 -48.46 -0.8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 天津雍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21 日 

住所：武清区杨村杨崔公路马道桥东 

法定代表人：郭谦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遵化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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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城市环境卫生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供热服务，电力供

应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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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6,801.72 20,312.40 

负债总额 1,956.88 5,357.01 

             流动负债总额 1,956.88 5,357.01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4,844.84 14,955.39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952.51 297.64 

利润总额 998.05 163.51 

净利润 996.83 122.5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 衡水冀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 

住所：衡水市冀州区兴华南大街 528 号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天津雍泰生活垃圾

处理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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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曹士悦 

注册资本：8,0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对环保类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城市固

体废物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城市垃圾处理服务；危险废弃物治理；环保项目设

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电力生产及销售（不含供电）；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

销售、租赁；再生资源开发、收运、再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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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8,106.79 8,104.47 

负债总额 50.67 48.30 

           流动负债总额 50.67 48.30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8,056.12 8,056.17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88 0.06 

净利润 -1.88 0.0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衡水冀州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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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 黄山泰达通源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住所：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洪坑村毛亭西侧 

法定代表人：吴才玉 

注册资本：2,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土壤修复；水污染治理；环保

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污泥、餐厨垃圾、固体废弃物收集、运输

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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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2,144.99 2,321.25 

负债总额 45.52 215.64 

           流动负债总额 45.52 19.64 

           银行贷款总额 0.00 200.00 

净资产 2,099.47 2,105.61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

能股份有限公司 

 

30% 

70% 

黄山泰达通源环保

有限公司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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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53 6.14 

净利润 -0.53 6.1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4. 扬州泰环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29 日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赵庄村环保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艳国 

注册资本：2,956.42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固体废物治理（不含危险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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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3,794.66 3,793.56 

负债总额 838.79 837.79 

           流动负债总额 838.79 837.79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扬州市茅山多元化

垃圾处理厂 

 

18% 

82% 

扬州泰环固废处理

有限公司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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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净资产 2,955.87 2,955.77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55 -0.10 

净利润 -0.55 -0.1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5. 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开发金融中心 1901 室 

法定代表人：殷凤超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生活垃圾处理及综

合利用；城市污泥综合利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固体废物治理；工业设计

服务；环保咨询；生产、销售、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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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安丘市恒鑫资产管

理公司 17% 

83% 

安丘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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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6,230.09 6,230.04 

负债总额 5.13 5.13 

           流动负债总额 5.13 5.1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6,224.97 6,224.91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03 -0.05 

净利润 -0.03 -0.0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6. 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住所：遵义市红花岗区东联线坪丰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一期工程 D 栋负一

层 58 号 

法定代表人：昝文安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城市固体废物治理及综合利用；危险废弃物治理；环保项目服务

（不含中介）；电力生产及销售；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 

（2）股权结构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遵义市欣环垃圾处

理有限责任公司 49% 

51% 

遵义红城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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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516.28 602.64 

负债总额 17.58 105.22 

           流动负债总额 17.58 105.2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498.70 497.43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30 -1.28 

净利润 -1.30 -1.2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7. 昌邑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2 日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奎聚街道北海路圣昌大厦 1902 室 

法定代表人：陈艳国 

注册资本：11,4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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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销售电力、灰渣、灰渣制品；热力生产

及销售；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环保项目的设计

及咨询服务，环保技术设备的研发、销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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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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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 0.00 

负债总额 - 0.00 

           流动负债总额 - 0.00 

           银行贷款总额 - 0.00 

净资产 - 0.00 

-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 0.00 

利润总额 - 0.00 

净利润 - 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控股子公司 

1.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1999 年 5 月 31 日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万象路 187 号 

法定代表人：马剑 

注册资本：25,19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石油地质勘察服务、煤炭地质勘察服务、天然气地质勘察服务；

0.06%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生

工程设计院 

99.94%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昌邑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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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沥青油零售，百货、服装、文化体育用品、日用杂品、五金、

交电、木材、建筑材料、塑料制品、家具、金属材料、焦炭批发兼零售；物流策

划；货物进出口；汽油、煤油、柴油批发；有储存经营汽油、煤油等。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326,968.28 302,053.53 

负债总额 298,777.77 273,862.37 

           流动负债总额 298,777.77 274,048.32 

           银行贷款总额 59,000.00 59,000.00 

净资产 28,190.51 28,191.16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699,928.94 140,166.78 

利润总额 2,312.10 -45.60 

净利润 2,229.30 -45.6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天津兴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中润华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51% 

31.85%

% 

邹凌 

韩宝林 

12.95%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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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1992 年 1 月 3 日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黄房子村 

法定代表人：刘丽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以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智能材料、新型建筑及化工

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技术推广及相关产品研发、

制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等除外）；化

学品储存经营；日用百货、服装、文化体育用品、日用杂品、五金、交电、木材、

建筑材料、塑料制品、家具、金属材料、焦炭、棕榈油、矿产品、碳素制品批发

兼零售；自有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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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52,955.41 58,721.80 

负债总额 49,250.20 55,041.34 

            流动负债总额 49,250.20 55,041.34 

            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 5,000.00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中润华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51% 

31.85%

% 

邹凌 

韩宝林 

12.95%

% 

4.2% 

天津兴实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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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净资产 3,705.21 3,680.46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32,673.79 6,703.41 

利润总额 9.06 -24.75 

净利润 6.80 -24.7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控股子公司 

1.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2 年 8 月 30 日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 126 号新城发展中心 01 幢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王天昊 

注册资本：20,408.1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建设安装工程设计、施工；房产租赁；物业

管理；市政设施租赁、委托经营和养护；信息网络建设和经营；高新科技企业孵

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技术服务与咨询；燃料油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

发；煤炭、焦炭批发；建材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农业机械批发；汽车、摩

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五金交电批发；家用电器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商品交

易经纪与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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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938,400.11  1,493,991.62  

负债总额 1,807,410.17 1,346,901.67  

            流动负债总额 1,770,763.23  1,306,935.05  

            银行贷款总额 321,524.25  282,879.26  

净资产 130,989.94  147,089.95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66,553.77  1,044.18  

利润总额 13,021.33  -2,316.33  

净利润 -3,009.83   -2,396.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该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500 万元，不存在

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7 年 3 月 27 日 

住所：扬州市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内 1 号信息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陈俊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置业、建

49% 

51%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一德集团

有限公司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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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材料（不含水泥、黄沙、石子）销售；工程管理、物业管理、不动产商业经营、

实业投资、咨询策划、国内贸易、国内国际招商服务。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066,666.74 994,344.17 

负债总额 902,761.99 830,568.28 

            流动负债总额 883,217.67 811,023.96 

            银行贷款总额 142,952.82 131,387.82 

净资产 163,904.75 163,775.90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29,759.52 21.34 

利润总额 49,285.50 -128.86 

净利润 35,727.71 -128.8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扬州泰达抵押金额为 22,671.93 万元，涉及诉讼金额为 8,165 万元，

不存在担保、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9 日 

49% 

45% 

 

51% 

55%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一德集团

有限公司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陵新城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泰达发展

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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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沟村 

法定代表人：郁晓耕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咨询（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房地产开发、销售；室

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国内一般贸易。（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22,131.24  115,744.88  

负债总额 138,129.96  131,871.41  

            流动负债总额 138,129.96  131,871.41  

           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  3,020.00  

净资产 -15,998.72  -16,126.53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1,921.49  0.00  

利润总额 -2,772.71  -127.81  

净利润 -2,772.71  -127.8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新城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一德集团 

有限公司 

 

51% 

49% 

夏卫东 

大连泰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00% 

100% 大连融慧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泰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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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6 年 05 月 18 日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 9 号 

法定代表人：曹平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总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园林工程、景观工程

的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物业管理；市政工程建设、委托经营和养护；设备

安装；施工预决算、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咨询；建材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农业机械、汽车（限九座以下乘用车）、摩托车

及零配件、家用电器、计算、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贸易经纪与代理；装饰装修

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苗木种植、销售；煤炭、焦炭批发。（依法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7,893.47  17,904.93  

负债总额 16,400.23  16,495.95  

           流动负债总额 16,400.23  16,495.95  

           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  4,000.00  

净资产 1,493.24  1,408.98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30,329.76  9.17  

利润总额 -364.03  -84.26  

51%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100% 南京泰新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49% 江苏一德集团有

限公司 



 29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净利润 -277.09  -84.2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25 日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信息大道 1 号信息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郑雨 

注册资本：4,5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营业务：市政道路及基础设施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装潢设计和建筑材料

的批发；房地产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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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图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70,254.05    167,254.05  

负债总额 131,068.71  128,662.99  

           流动负债总额 131,068.71    128,662.99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 

49% 

45% 

51%

% 

55%

天津泰达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一德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一德集

团有限公司 

南京新城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陵新城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

限公司 

INTERACTIVE 

DIGTAL LIMITED 

扬州昌和工程

开发有限公司 

66.8%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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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净资产 39,185.34   38,591.06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31,758.25  0 

利润总额 3,447.48  -594.28 

净利润 2,585.61  -594.2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总额为 22,671.93 万元，涉及诉讼总额为

8,065 万元。 

（5）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8 年 6 月 17 日 

住所：扬州市信息产业服务基地内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刁立夫 

注册资本：29,976.84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投资置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材料销售、国内贸易（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出租；房产中介；物业服务；

楼盘代理；房屋征收（拆迁）服务；道路与土石方工程施工；室内装修工程施工；

机电工程施工；水电安装；酒店企业管理；自有资产管理；建筑设备、装饰材料

销售。（依法经营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 主要财务指标 

 

 

 

10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 

扬州万运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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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340,121.70 343,205.92 

负债总额 270,965.46 274,012.01 

            流动负债总额 201,935.36 204,760.66 

            银行贷款总额 97,703.05 97,703.05 

净资产 69,156.24 69,193.91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63,456.30 1,863.04 

利润总额 16,553.65 -836.29 

净利润 13,032.74 -836.2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 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10,000 万元，抵押总额为

106,954.32 万元，不存在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4 日 

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 

法定代表人：宋逍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保暖材料、空气液体过滤材料、非织造布、洁净材料、空气洁净设

备制造；液体洁净设备、非医用口罩生产、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与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劳动保护用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

成品制造；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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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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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资产总额   14,829.38   25,506.06 

负债总额    4,779.18    15,830.22  

           流动负债总额    4,069.44    15,120.48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     9,100.00  

净资产    10,050.20     9,675.84  

-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8,676.19  2,446.19 

利润总额     -176.33       -214.61 

净利润     -90.47        -214.6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 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5.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额度调剂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定，符合条件的担保对象之间可以进行

担保额度调剂，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四、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为进一步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明确担保责任，公司已与所属控股子公司

的其他股东达成一致意见： 

（一）所属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需要股东方为其提供担保时，该公司全体股

东按投资比例分担担保责任； 

（二）所属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东一方或多方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时，未

提供担保的股东按其应担保额向提供担保的股东提供反担保；  

（三）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将

10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泰达洁净材料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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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到 2%的区间内收取担保费。 

同时，公司已建立起资金集中结算模式，财务部对所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流

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风险控制部对所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进行后续

跟踪监控，持续做好与所属控股子公司担保台账的核对，确保公司实时掌握下属

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额度使用情况及担保风险，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

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为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人均为承担本公司主要业务的所属控股子公司，因其业务发展，需向

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对其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时提供担

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提高资金周

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0.09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66.60%。 

（二）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

保，总余额为 0。 

（三）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其他 

该事项经股东大会通过后，在担保授权额度范围内，全权委托董事长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之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书，公司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公司将在发生时进行公告。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