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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担保行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行为未履行合规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程序事项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规范

担保行为的公告》，2018 年 7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规范担保行为的更正公告》，

2018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规范担保行为更正的补充公告》后，现对公司未

履行合规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程序的对外担保情况更新披露如下： 



 

借款人 贷款单位 担保方 担保金额 起始终止日期 是否诉讼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35.26 2017.9.29-2018.11.2 是 

德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10.50 2017.9.29-2018.11.2 否 

金乡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10.50 2017.9.29-2018.11.2 否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35.26 2017.9.29-2018.11.2 是 

包头市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10.50 2017.9.29-2018.11.2 否 

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35.26 2017.9.29-2018.11.2 是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安徽桐城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亭支行 盛运环保 564.00 2017.07.31-2020.07.31 否 

安徽安贝尔合成革有限公司 安徽新安典当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3,026.00 2017.12.29- 是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安徽兴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盛运环保 3,000.00 2017.9.20-2018.3.20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兴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盛运环保 7,178.50 2017.9.20-2018.3.20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2,805.94 2015.7.29-2020.7.29 是 

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295.84 2015.3.30-2019.3.30 是 

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638.97 2015.3.30-2019.3.30 是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5,510.00 2015.10.30-2018.9.20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蔡远远 盛运环保 6,000.00 2018.1.8-2018.3.17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东阳市钜银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专户 盛运环保 2,400.00 2017.12.29-2018.3.28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董秀蓉 盛运环保 1,644.31 2018.1.4-2018.2.9 是 



 

中商龙润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6,330.00 2017.7.27-2018.7.27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龚赛钢 盛运环保 446.80 2018.1.19-2018.3.19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顾正玉 盛运环保 3,000.00 2017.12.1-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0,000.00 2016.12.28-2017.12.27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2,150.00 2017.12.8-2018.2.5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蒋大红 盛运环保 3,360.00 2017.12.1-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刘红豆 盛运环保 1,800.00 2017.12.20-2018.2.3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骆天煜 盛运环保 2,322.42 2017.10.30-2017.12.18 是 

开明环保产品有限公司 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 盛运环保 3,200.00 2018.1.10-2019.1.10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任子杰 盛运环保 5,045.25 2017.1.3-2018.1.2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20,000.00 2017.12.1-2019.12.7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钜派私募钜派私募-恒丰银行苏州分行 盛运环保 24,031.64 2017.3.31-2018.4.9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富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466.53 2017.08.03-2018.02.03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石基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4,074.27 2017.12.1-2018.3.29 是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桐城市黄甲镇农村财政服务中心 盛运环保 165.00 2017.8.8-2020.8.7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0,990.00 2016.10.27-2021.10.27 否 

安徽盛运置业有限公司 徐春慧 盛运环保 706.99 2016.12.1-2018.12.1 是 



 

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485.00 2014.9.26-2018.9.28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中财拍卖行有限公司--严林 盛运环保 8,300.00 2017.12.15-2018.3.15 是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5,943.71 2015.6.30-2019.6.30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盛运环保 8,830.00 2016.3.28-2017.12.27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周斌 盛运环保 5,177.47 2018.3.16-2018.4.15 是 

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8,000.00 2015.4.24-2019.4.24 否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厦门海银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7,767.45 2016.9.6-2021.9.6 是 

鹰潭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5,852.55 2016.12.8-2019.12.8 是 

鹰潭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8,333.33 2017.11.20-2020.11.20 否 

鹰潭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鹰潭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2,541.69 2018.6.7-2019.6.7 否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桐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10,726.67 2018.2.8-2018.5.8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桐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24,574.22 2018.2.27-2018.8.27 是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桐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盛运环保 5,892.33 2018.2.14-2018.8.14 是 

小计 237,314.15   



 

上述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如下： 

1、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桐城市区快活岭 

注册资本：39785.30 万元 

经营范围：矿山物料输送工程、机电工程、技术咨询、设计、运营管理及项

目工程总承包;各类输送设备(带式、管状、大倾角、矿用、链板、螺旋、斗提、

移动、气垫输送机及除渣给料机和破碎机)、环保设备(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

脱硫脱硝脱氮技术处理专用设备、高温颗粒层除尘器、污泥处理工程)、智能环

卫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及其工程项目总承包,环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总承包及运营管理;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制造、安装、工程劳务及其

工程项目总承包;电气成套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安装服务;矿山物料输送工程

项目、机电工程项目投资(以自有资金);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自有房

屋及设备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原董事胡凌云女士兼任盛运重工董事，符合《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由本规则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德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煎茶镇煎茶社区老木关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垃圾焚

烧发电及资源综合利用、余热发电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8 年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安徽中

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金乡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金乡县羊山镇政府驻地 

注册资本：10424.88 万元 



 

经营范围：垃圾、污泥无害化处理;余热发电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复挖

垃圾与土壤修复;餐厨垃圾处理厂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机械设备的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8 年公司将其 90%的股权转让给

广州雅居乐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4、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陶山路 9 号 

注册资本：50745.2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服务;垃圾发电;蒸汽、热水生产及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18 年公司将其 51%的股权转让给

世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5、包头市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高新创业服务中心

318、319 室 

注册资本：2434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垃圾焚烧发电、资源综合利用、

余热发电的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8 年公司将其 90.39%的股权转让

给安徽大唐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阜蒙县伊吗图镇伊吗图村 

注册资本：1174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危险废弃物除外)、垃圾发电、生活垃圾处理、

灰渣回收综合利用(生产和经销)、污水处理、供热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子

公司。 

7、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注册资本：12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轻、重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及工程总承包;钢结构工程安装、



 

施工;钢结构彩板制作、安装;新型建材生产、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件、金

属结构件、电器配件、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PE 浸塑焊接型隔离栅、防

盗网(栏)、货架、门窗制作;机电产品的销售,钢材销售;立体车库生产、销售;绿色

建筑及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 

与本公司关系：2016 年 11 月 10 日前，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

联方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曾持

有其 88.21%的股权，于 2016年 11月 10日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安徽润达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2016年 12月，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安徽盛运钢结

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安徽开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8、安徽安贝尔合成革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工业聚集区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人造革、合成革、超细纤维合成革、合成革材料及其皮革制品的

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产品(除危险

品)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2017 年公司拟收购共青城润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安徽安贝尔合成革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计

100.00%的股权。 

9、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办事处靠山村 

注册资本：9757.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及污泥焚烧处理(除危险品废弃物);余热发电项目投资;

发电。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子

公司。 

10、中商龙润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99号地下二层 A022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技术推



 

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股东开晓胜曾为其股东、监事。 

11、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工业园区通衢西道 81号 

注册资本：20066.89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及产生灰、渣、渗沥液处理;淮安工

业园区热力供应;投资咨询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子

公司。 

12、桐城市开明环保产品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同安北路 249 号 

注册资本：1168.00 万元 

经营范围：除尘器、滤袋、袋笼、阀门生产、销售;垃圾焚烧尾气处理设备

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桐城市开明环保产品有限公司控制人为江为民夫妇。 

13、安徽盛运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桐城市龙眠街道同安路 265 号 

注册资本：15218.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安徽盛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为徐尚超。 

14、安庆皖能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山口乡联胜村 

注册资本：569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可接受的工业垃圾、污泥、秸杆等)处理;

电力生产销售;供热生产、销售;电力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灰、渣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30%股权，为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 

15、鹰潭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 6 号 

注册资本：56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污泥无害化处理;余热发电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处理厂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机械设备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已由鹰潭市城市管理局接管。 

上述担保中主要为部分公司向关联方盛运重工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盛运

重工为盛运环保在多次融资过程中提供担保，形成了双方互保。部分为公司参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参股公司项目建设。但为了控制担保风险，维护上市

公司利益，公司将与上述被担保方、债权人积极协商解除担保。 

二、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对于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行为，公司将与其协商积极

解除，这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此次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将有利

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规范担保行为是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要求，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因正常融资需求而提供担保，并且规范了担保行为。同时对于非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担保行为的积极解除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此次规范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了规范担保行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规范对外担保的行

为规范了公司子公司融资需求而必须提供担保的行为。对于非全资子公司、非控

股子公司担保行为的积极解除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此次对外担

保行为的规范，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规范对外担保的行为，有利于规范公司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对于非全资子公司、非控股子公司担保行为的积极解除将有利于化解

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上述规范公司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需要，同时，如监管部门提出整



 

改要求，公司将从严执行。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30日 



 



 

二、继续履行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行为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控股子公司业务正常运转，公司将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继续履行。具体如下： 

序

号 
银行名称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万元） 

截至

20180331

余额（万

元） 

业务品种

（方式） 
发放日 到 期 日 期限 担保方 

是否

诉讼 

是否

逾期 

1 
富嘉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济宁中科 10,000.00 10,000.00 融资租赁 2017.7.27 2018.7.27 1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2 
华电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济宁中科 20,000.00 5,805.00 融资租赁 2014.5.8 2019.5.8 5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3 

佛山海晟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宁阳盛运 10,000.00 9,000.00 融资租赁 2017.5.11 2020.5.11 3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是 否 

4 
河北省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鹰潭盛运 8,000.00 4,956.00 融资租赁 2016.12.8 2019.12.8 3 年 

盛运环保、北京中

科、开晓胜 
否 否 

5 

厦门火炬联合

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枣庄中科 11,000.00 8,900.00 融资租赁 2016.9.6 2021.9.6 5 年 盛运环保 是 否 

6 
西藏天富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桐城盛运 4,000.00 2,165.00 融资租赁 2015.4.20 2020.4.20 5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7 
远东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 
桐城盛运 6,800.00 1,880.00 融资租赁 2016.1.19 2019.1.19 3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8 
长江联合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济宁中科 20,000.00 19,184.00 融资租赁 2017.1.17 2022.1.17 5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9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桐城盛运 5,000.00 2,050.00 融资租赁 2014.8.1 2019.8.1 5 年 
开晓胜、盛运环保

工程 
否 否 

10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宣城中科 3,000.00 1,500.00 融资租赁 2014.10.8 2019.10.8 5 年 开晓胜、盛运环保 否 否 

11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桐庐盛运 3,000.00 1,500.00 融资租赁 2014.10.8 2019.10.8 5 年 盛运环保 是 否 

12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宁阳盛运 5,000.00 3,700.00 融资租赁 2016.9.1 2019.9.1 3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是 否 

13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望京支行 

伊春中科 7,000.00 7,000.00  2016.1.9 2018.1 2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否 是 

合

计 
  112,800.00 77,640.00        

 



 

 

上述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如下： 

1、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垃圾处理厂 

注册资本：12100.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发电；垃圾、污泥无害化处理；余热发电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焚

烧；复挖垃圾与土壤修复；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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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54,691,33.64 万元，负债 

33,565.11 万元，所有者权益 21,126.23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8,347.29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9.64 万元。 

2、宁阳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东疏镇后学村 

注册资本：12300.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生活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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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49,417.28 万元，负债  

38,164.8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252.39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461.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1,307.30 万元。 

3、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号大恒科技大厦南座九层 902 号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及综合处理设备、烟气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循环

流化床燃烧技术及设备、工业节能设备及动力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工程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销售；工程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01489.93 万元，负债 

36167.76 万元，所有者权益 65322.17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7531.2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29.46 万元。 

4、鹰潭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 6号 

注册资本：5650.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污泥无害化处理；余热发电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处理厂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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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24,600.29 万元，负债 

17,678.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6,921.37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439.81 万元，实现净利润 -479.81 万元。 

5、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陶山路 9号 

注册资本：24865.15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枣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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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46,054.51 万元，负债  

37,002.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9,052.51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852.42 万元，实现净利润  -447.96 万元。 



 

6、桐城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桐城市龙腾街道办事处和平村叶庄组 

注册资本：4000. 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蒸汽生产、销售；灰渣销售；提供本公司相关技

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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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61,715.41  万元，负债 

56,283.72 万元，所有者权益  5,431.69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502.23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9.75 万元。 

7、宣城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古泉镇睦马村、金坝长桥路以西 

注册资本：15588.07 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污泥无害化处理；余热发电综合利用；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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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2,636.25 万元，负债  

18,114.3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521.94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571.7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712.94 万元。 

8、桐庐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桐庐县桐君街道濮家庄樟高坞 

注册资本：5000. 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废旧物资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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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8,976.72 万元，负债



 

35,062.73 万元，所有者权益 3,913.99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218.96 万元，实现净利润-565.46 万元。 

9、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新兴中路 86号（区政府办公楼）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截止至 2017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24415.92万元，负债22339.68

万元，所有者权益 2076.24 万元。2017 年 1-12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186.33 万，

净利润-1043.01 万。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上市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金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万元

（含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累计数量为万元，占 2017 年度经审

计公司净资产的%，上述担保中，因担保涉及诉讼，出现逾期，逾期金额为万元。 



 

三、积极解除为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中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之外的担保如下： 

序

号 
银行名称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万元） 

截至

20180331

余额（万

元） 

业务品种

（方式） 
发放日 到 期 日 期限 担保方 

是否

诉讼 

是否

逾期 

1 黄思颖 
北京开源高新

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7,600.00  2017.9.7 2017.12.6 3 个月 

开晓胜、盛运环保、

安徽盛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安

徽旺盛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是 是 

2 

安徽桐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商城

支行 

 

开明环保产品

有限公司 
3,200.00 3,200.00 流贷 2018.01.10 2019.01.10 1 年 

江为民夫妇、开晓

胜作保证；以盛运

环保合肥金谷产业

园房产作抵押 

否 否 

3 

安徽桐城江淮

村镇银行吕亭

支行 

盛运钢结构 592.00 592.00 流贷 2017.07.31 2020.07.31 3 年 
盛运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开晓胜 
否 否 

4 

桐城市经济开

发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委

贷(农商行开

发区支行放

款) 

盛运重工 10,000.00 10,000.00 流贷 2018.02.08 2018.05.08 3 个月 
盛运环保、开晓胜

作担保，重工股权 
否 否 



 

5 

桐城市经济开

发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委

贷(农商行开

发区支行放

款) 

盛运重工 23,000.00 23,000.00 流贷 2018.02.27 2018.08.27 6 个月 

盛运环保、宣城生

物质及凯里土地证

抵押、盛运重工新

厂区设备抵、沃特

玛在建工程 

否 否 

6 

(中财)浙江中

财拍卖行有限

公司 

盛运重工 8,300.00 8,300.00 
短期-到

期未还完 
2017.12.15 2018.3.15 32 天 

盛运环保、盛运科

技、盛运环保工程、

盛运建安担保 

否 是 

7 

东阳市钜银民

间资本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募

集专户 

盛运重工 2,400.00 2,400.00 
短期-到

期未还 
2017.12.29 2018.03.28 3 个月 盛运环保 否 是 

8 蔡远远 盛运重工 6,000.00 6,000.00 
短期-到

期未还 
2018.01.08 2018.03.17 

30天+40

天 
盛运环保、开晓胜 否 是 

9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盛运重工 2,805.94 2,805.94 融资租赁 2015.07.29 2020.07.29 5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盛运重工老厂设备 
否 否 

10 

(上海钜派私

募钜派私募)

恒丰银行苏州

分行 

盛运重工 20,000.00 20,000.00 
钜派私募

-委贷 
2017.03.31 2018.04.09 1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盛运重工老厂设备 
否 是 

11 国元网金 盛运重工 5,000.00 5,000.00 
P2P 网贷-

分期还款 
2017.09.29 2018.11.02 13 个月 盛运环保 否 否 

12 任子杰 盛运重工 5,000.00 5,000.00 
到期未还

款 
2017.01.03 2018.01.02 1 年 

盛运环保、盛运重

工、开晓胜 
否 是 



 

13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合肥

办事处 

盛运重工 8,743.35 8,743.35 流贷 2016.03.28 2017.12.27 21 个月 盛运环保 否 是 

14 
国投泰康信托

有限公司 
盛运重工 10,000.00 10,000.00 流贷 2016.12.28 2017.12.27 1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否 是 

15 江苏润兴租赁 盛运重工 5,376.25 5,376.25  2015.12.29 2017.12.29 2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否 是 

16 骆天煜 
北京润达环科

投资有限公司 
3,500.00 3,500.00 

短期-到

期未还完 
2017.10.30 2017.12.18 30 天 

盛运环保、盛运重

工、盛运环保工程、

盛运科技、开晓胜 

是 是 

17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阜新中科 1,678.00 1,678.00 
租赁，分

期还款 
2015.03.30 2019.03.30 4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是 否 

18 

安徽中安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锦州中科 839.00 839.00 
租赁，分

期还款 
2015.03.30 2019.03.30 4 年 盛运环保、开晓胜 是 否 

19 
长城国兴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锦州中科 1,485.00 1,485.00 

租赁，分

期还款 
2014.09.26 2018.09.28 4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20 
珠江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淮安中科 8,000.00 4,008.76  2015.4.24 2019.4.24 4 年 盛运环保 否 否 

21 刘红豆 盛运重工 1,800.00 1,800.00 
短期-到

期未还完 

2017.12.20

放款 5000

万 

2018.2.2 30 天 盛运环保 否 是 

22 龚赛钢 盛运重工 2,900.00 2,900.00 
短期-到

期未还完 
2018.01.19 2018.03.19 2 个月 盛运环保、开晓胜 否 是 

23 周斌 盛运重工 5,000.00 5,000.00 短期 2018.3.16 2018.04.15 1 个月 盛运环保 否 是 



 

24 蒋大红 盛运重工 3,000.00 3,000.00  2017.12   盛运环保 否  

25 顾正玉 盛运重工 3,000.00 3,000.00  2017.12   盛运环保 否  

26 

天津信石基业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盛运重工 3,300.00 3,000.00 
短期-到

期未还完 
2017.12.01 2018.03.29 3 个月 盛运环保 否 是 

27 
湖州升华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 
盛运重工 2,200.00 2,200.00 

短期-到

期未还完 
2017.12.08 2018.02.05 

30天+30

天 
盛运环保、开晓胜 否 是 

28 

深圳市富德小

额贷款有限公

司 

盛运重工 1,466.50 27.00  2017.8.14 2018.2.13 4 个月 盛运环保、开晓胜 是 是 

29 董秀蓉 盛运重工 2,000.00 1,500.00  2017.12.13 2018.12.12 1 年 桐庐盛运 是 否 

30 周世平 
安徽旺盛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2017.6.28 2018.6.27 1 年 北京中科、开晓胜 否 否 

合

计 
  175,586.04 166,955.30        

 



 

 

上述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如下： 

1、桐城开明环保产品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同安北路 249 号 

注册资本：1168.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除尘器、滤袋、袋笼、阀门生产、销售；垃圾焚烧尾气处理设备

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桐城开明环保产品有限公司控制人为江为民夫妇。 

2、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桐城市区快活岭 

注册资本：39785.30 万元经营范围：矿山物料输送工程、机电工程、技术咨

询、设计、运营管理及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输送设备（带式、管状、大倾角、

矿用、链板、螺旋、斗提、移动、气垫输送机及除渣给料机和破碎机）、环保设

备（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脱硫脱硝脱氮技术处理专用设备、高温颗粒层除尘

器、污泥处理工程）、智能环卫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及其工程项目总

承包，环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总承包及运营管理；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

制造、安装、工程劳务及其工程项目总承包；电气成套设备研发、制造、销售、

安装服务；矿山物料输送工程项目、机电工程项目投资（以自有资金）；技术与

设备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董事胡凌云女士兼任盛运重工董事，符合《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由本规则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兴隆路 

注册资本：12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轻、重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及工程总承包；钢结构工程安装、

施工；钢结构彩板制作、安装；新型建材生产、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件、



 

金属结构件、电器配件、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PE 浸塑焊接型隔离栅、

防盗网（栏）、货架、门窗制作；机电产品的销售，钢材销售；立体车库生产、

销售；绿色建筑及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 

与本公司关系：2016 年 11 月 10 日前，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

联方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曾持

有其 88.21%的股权，于 2016年 11月 10日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安徽润达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2016年 12月，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安徽盛运钢结

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安徽开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4、北京润达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号 3号楼 B1-5915室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北京润达环科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都权峰，都权峰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5、阜新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阜蒙县伊吗图镇伊吗图村 

注册资本：1174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危险废弃物除外）、垃圾发电、生活垃圾处理、

灰渣回收综合利用（生产和经销）、污水处理、供热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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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子

公司 

6、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办事处靠山村 



 

注册资本：9757.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及污泥焚烧处理（除危险品废弃物）；余热发电项目投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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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子

公司 

7、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工业园区通衢西道 81号 

注册资本：20066.89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及产生灰、渣、渗沥液处理；淮安

工业园区热力供应；投资咨询（金融业务及证券、期货咨询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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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子

公司 

8、北京开源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号 1幢西半部 3层 323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策划；投资咨询；经济贸

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会议服务；市场调查；公共关系服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北京开源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定向增发限售股

4012.0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4%。 

9、安徽旺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桐城市龙眠街道王墩村香港广场 

注册资本：2088.00 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园林古建筑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工程劳务分

包。(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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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安徽旺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汪敏。 

上述担保中主要为部分公司向关联方盛运重工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盛运

重工为盛运环保在多次融资过程中提供担保，形成了双方互保。部分为公司参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参股公司项目建设。但为了控制担保风险，维护上市

公司利益，公司将与上述被担保方、债权人积极协商解除担保。 

整改期限：到 2018 年 9 月底解除为除对盛运重工以外的其他全部担保，到

2018 年 12 月底解除对盛运重工的所有违规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规范担保行为是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要求，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因正常融资需求而提供担保，并且规范了担保行为。同时对于非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担保行为的积极解除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此次规范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了规范担保行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规范对外担保的行

为规范了公司子公司融资需求而必须提供担保的行为。对于非全资子公司、非控

股子公司担保行为的积极解除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此次对外担

保行为的规范，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规范对外担保的行为，有利于规范公司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对于非全资子公司、非控股子公司担保行为的积极解除将有利于化解

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上述规范公司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需要，同时，如监管部门提出整

改要求，公司将从严执行。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