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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9      证券简称：凯迪退      编号：2020-10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债务到期未能清偿的公告 

 

 

 

风险提示： 

1、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0】979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

为 2020年 11月 5日，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

期为 2020年 12月 16日。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大量诉讼、仲裁案件，将对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以及本期利润、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一、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致使部分到期债务未能清偿。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7 月 4 日、7 月 19 日、7

月 26日、9月 4日、10月 24日、12月 11日、2019年 1月 19日、2

月 23 日、3 月 23 日、4 月 19 日、5 月 29、7 月 4 日、7 月 31 日、8

月 31 日、9 月 30 日、10 月 30 日、12 月 2 日，2020 年 1 月 3 日、5

月 9 日、6 月 3 日、7 月 7 日、8 月 4 日、9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公

司债务到期未能清偿的公告》（2018-63、2018-81、2018-106、

2018-113、2018-148、2018-182、2018-222、2019-8、2019-23、2019-32、

2019-39、2019-74、2019-83、2019-88、2019-102、2019-114、20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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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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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33、2019-142、2020-27、2020-35、2020-52、2020-62、2020-73），

现对公司到期债务未能清偿情况进行更新，具体明细如下：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类别 
涉及金额（含利

息）（万元） 
逾期起始日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润银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租赁  13,832.48  2018/3/21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租赁  9,726.06  2018/9/15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厦门农村商业银

行） 

 信托   15,872.63  2018/4/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分行 
流贷  16,241.00  2018/5/18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商票  10,000.00  2018/8/16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营业部 
信托  11,211.01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  21,138.16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信托  21,191.75  2018/6/23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资本（深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托  80,248.70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国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租赁  7,931.61  2018/4/21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担保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过桥  20,636.32  2018/11/3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信托  4,909.44  2018/5/6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产业基金  33,643.55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信托  19,852.73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聊城金柱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托   18,540.00  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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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信托  21,061.15  2018/5/17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莲湖区支行（天津

中银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信托  33,135.81  2018/6/21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  179,793.90  2018/9/9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信托  39,315.00  2018/5/25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信托  37,741.67  2018/6/15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信托  37,962.36  2018/6/15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  69,819.39  2018/5/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

分行 
流贷  28,756.17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债券  128,029.78  2018/11/21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信托  49,316.34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信托  31,593.75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资本（深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信托   28,952.43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信托  13,573.50  2018/5/16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  53,540.28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  5,238.60  2018/6/2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江岸支行 
流贷  34,004.57  2019/5/10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流贷  24,714.35  201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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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昌支行 
流贷  7,075.58  2020/3/26 

蚌埠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银承  3,497.10  2018/7/4 

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11,205.72  2018/3/15 

丰都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丰都支行 
  548.55  2018/10/20 

阜新市凯迪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华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  531.97  2018/5/25 

阜新市凯迪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租赁  512.43  2018/6/18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安

徽有限公司 

马鞍山农商银行肥西分

行 
流贷  20,223.67  2018/6/20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

限公司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租赁   1,513.62  2018/6/5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

限公司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租赁   1,222.15  2018/6/8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

限公司 

东方前海（深圳）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产业基金  101,700.00  2018/4/28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

限公司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产业基金  109,866.67  2018/6/20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

限公司 

上海国立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保理  20,549.02  2018/4/26 

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7,651.16  2018/6/21 

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

限公司 

安徽兴泰融资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租赁   2,799.99  2018/6/14 

洪雅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14,051.17  2018/4/15 

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18,566.83  2018/3/15 

淮南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信用证贴现  2,201.14  2018/6/28 

淮南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9,111.26  2018/7/11 

淮南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

分行 
固贷  6,095.37  20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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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信用证贴现  2,215.58  2018/6/28 

霍山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信用证贴现  2,928.74  2018/6/28 

霍山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12,237.57  2018/7/11 

吉安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5,277.38  2018/5/15 

监利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5,277.72  2018/5/15 

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4,246.31  2018/7/11 

蛟河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上海大唐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租赁  40,920.82  2018/6/2 

金寨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信用证贴现  2,694.14  2018/6/28 

金寨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12,289.70  2018/7/11 

京山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4,773.70  2018/5/15 

临澧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租赁  16,117.95  2018/5/15 

江陵、谷城、赤壁、

崇阳、来凤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BS  66,793.63  2019/2/15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行庐江支行 
流贷  2,500.00  2018/6/20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行庐江支行 
 银承   1,500.00  2018/6/27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行庐江支行 
信用证贴现  1,000.00  2018/6/28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  10,556.03  2018/3/29 

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产业基金  22,165.14  2018/12/20 

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银承   2,997.82  2018/6/27 

平乡凯盈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产业基金  24,930.59  2018/12/20 

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4,279.41  201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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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蕲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蕲阳支行 
流贷  13.00  2020/1/20 

蕲春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4,976.20  2018/5/15 

全椒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基金  5,455.59  2018/6/20 

松桃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9,958.28  2018/5/15 

岳阳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5,423.93  2018/4/15 

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松滋农商银行杨林市支

行 
流贷  82.01  2018/6/20 

天水市凯迪阳光生物

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租赁   4,338.68  2018/12/15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信用证贴现  985.72  2018/7/4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华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  1,234.70  2018/6/18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租赁  2,406.11  2018/5/4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信用证贴现  2,000.00  2018/7/4 

兴安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基金  5,455.59  2018/6/20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分行 
流贷  1,557.22  2018/10/20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租赁  5,186.95  2018/3/15 

宿州凯迪生物质发电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基金  5,455.59  2018/6/20 

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

分行 
固贷  6,427.73  2018/4/16 

盐池县凯迪中盈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6,142.93  2018/7/11 

鄱阳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租赁  2,485.27  2018/4/10 

益阳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租赁  5,437.82  2018/4/10 

永新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信托  7,160.23  2018/7/11 

永新县凯迪绿色能源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分 固贷  8,584.81  20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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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 行 

永新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流贷  1,499.56  2020/7/29 

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信托  31,725.53  2018/5/11 

双峰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租赁  3,859.71  2019/4/25 

隆回、松滋、南陵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 
ABS  24,638.98  2019/5/15 

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

分行 
固贷  8,511.55  2020/1/20 

德安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分

行 
固贷  8,263.91  2019/6/24 

吉安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流贷  1,557.42  2019/10/20 

鄱阳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流贷  1,544.70  2020/1/21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流贷  1,508.11  2020/1/21 

平陆凯迪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

分行 
固贷  3,144.55  2020/3/10 

北流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  130.00  2020/8/14 

    1,883,302.52   

目前逾期债务共计 1,883,302.52 万元，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

净资产为-2,803,547,612.96元，逾期债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671.76%。 

二、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部分债权人根据债务违约情况已经采取提起诉讼、仲裁、

冻结银行账户、冻结资产等措施，未来公司也可能面临需支付相关违

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的情况，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剧公司面临的

资金紧张状况。 

2、相关逾期引发的债权人措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

造成了一定影响，对公司的资产出售形成障碍。部分诉讼已经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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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一）公司将积极通过以下措施保障持续经营能力，恢复盈利能

力： 

1.在政府及各方支持下，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工作，解决债务危机，

夯实公司资产质量，妥善解决员工工资、燃料农户欠款等问题；通过

司法重整及战略投资人进入后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恢复、提

升公司信誉和实力；积极抓住市场机遇，控制发展风险，促进公司重

回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2.在推进司法重整工作的同时，公司正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

生产自救和恢复工作。一是积极建立与金融机构、燃料客户的对话协

商机制，落实互信和互帮措施，多家电厂达成了多方共同签署的恢复

生产协议，共同推进电厂生产恢复工作，创造有利于电厂生产自救的

外部条件，特别是为政府支持、主导下的生产恢复工作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作用。二是签订账户资金监管协议，释放资金。目前已与部分债

权机构签订了账户监管协议，确保资金在电厂封闭循环使用。三是落

实“以度电承包或度电经营指标”为经营和考核方式的新管理模式，

督促和强化电厂经营层提升经营意识、效益意识，实现电厂自我“造

血”功能。四是成立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狠

抓安全生产，并制定以提升经营效益为目标的奖惩机制，更好地发挥

全员能动性，促进落实经营目标。五是成立燃料监察中心，对生物质

电厂燃料管理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监察，更好地管控燃料工作，堵塞

漏洞，提升经营效益。 

3.公司将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改善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加强内部

控制各项管控工作，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4.公司将继续推进非主营业务低效资产的剥离，进一步精简机构

和人员，降低成本及费用。 



9 
 

5.努力推进司法重整相关工作。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凯迪生态开展司法重整工作相关事宜的提案》。根据上述

决议，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在武汉市凯迪生态司法重整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完成了该办公室交办的工作，但存在不确定性。 

（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对公司司法重整、生产经营造

成了影响，但公司积极应对。公司积极保持和省、市有关部门密切联

系，确保公司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一直将复工复产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7

日、3 月 21 日、3 月 22 日、3 月 30 日、4 月 1 日以及此后每周通过

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复工复产工作会议，制定复工复产阶段性工作目

标，协调解决电厂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公司成立

复工复产工作组，各高管成员分片负责，对各自负责的运营电厂在复

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进行指导、协调和解决，并积极总结、推

广经验，以勉励更多运营电厂克服困难、恢复生产。 

公司的复工复产工作得到了各电厂所在地各级政府、各金融债权

人、燃料客户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多个电厂所在地政府纷纷利用疫情

期间各地出台的金融支持政策，帮助电厂解决复产所需流动资金问

题。例如：受疫情影响，从江凯迪生物质电厂面临原料调运、资金紧

缺等困境，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到从江县调研了解之后，及时研究

部署给予专项资金扶持，解决了从江凯迪的燃眉之急，帮助其摆脱资

金困境，同时从江凯迪也在积极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工作，不仅为当地

农民提供原料收购渠道，还积极提供就业岗位，其辅助工种中当地村

民就有 18 人，其中 3 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四川洪雅凯迪生物质电

厂当地政府为解决电厂恢复生产面临的流动资金困难，拟以“工业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形式从当地银行进行融资，此外，通过给电厂

运输车发放“燃料运输车辆绿色通行证”方式，保障了燃料运输车的

正常通行。重庆丰都凯迪生物质电厂金融债权人则通过办理降息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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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支付利息等方式帮助电厂解决资金流动问题。江西永新凯迪生物质

电厂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政府、企业、债权人、农民等各方相互支持，

相互信任，顺利复产，持续运行。 

目前，受债务危机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拖欠的影响，公司旗

下仍然有 10 家生物质电厂保持稳定运行，分别是：谷城凯迪电厂、

蛟河凯迪电厂、安仁凯迪电厂、北流凯迪电厂、洪雅凯迪电厂、松滋

凯迪电厂、江陵凯迪电厂、宣城凯迪电厂、永新凯迪电厂、祁阳凯迪

电厂，此外，3家风电厂持续运营中。电厂通过生物质燃料采收、加

工、运输以及电厂务工四个渠道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岗位达十万人左

右。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