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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及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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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

持有公司 1,346,351,467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16%，累

计质押数量（本次解押及再质押后）为 1,344,000,000 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

股份的 99.83%；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344,000,000

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7.60%，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7%。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收到控股

股东亿利集团的通知，亿利集团将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天

骄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天骄支行”）的 25,5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25,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3% 

解质时间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持股数量 1,346,351,467 

持股比例 49.1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318,5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7.9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14%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亿利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将质押给农行天骄支行的 25,500,000 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亿利

集团 
是 25,500,000 否 否 2020/12/28 2021 12/24 

农行

天骄

支行 

1.89% 0.93% 
公司生

产经营 

合计   25,500,000                

（二）本次亿利集团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事项，质押用途为用于公司生

产经营，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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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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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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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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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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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股 份

比例 

(%) 

占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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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万股） 

亿利 

集团 
134,635.1467 49.16 134,400 134,400 99.83 49.07 0 0 0 235.1467 

聚赢

30 号 
3,067.6495 1.1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37,702.7962 50.28 134,400 134,400 97.60 49.07 0 0 0 235.1467 

备注：上述股份冻结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2019-113）。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亿利洁能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2,00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23.24%，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8%，对应融资余额 195,200 万元；

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将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57,18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41.52%，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8%，对应融资余额

348,590 万元。 

亿利集团股票质押业务主要为在银行融资借款提供增信担保，其质押融资的

还款来源为营业收入、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亿利集团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亿利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是亿利集团将所持的 25,500,000 股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后再次质押，

未形成新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

义务产生影响。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对公司治

理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

绩补偿义务。 

（四）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亿利集团本次质押融资具体用途为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还

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等。亿利集团具有足够的风险控制

能力及资金偿还能力，且本次为在金融机构融资借款提供增信担保，质押股份不

存在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五）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 亿利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 30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0116933283H 



法定代表人：王文彪 

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26 日 

注册资本：122,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与科技开发；生态建设与旅游开发；物流；矿产资源研发利

用；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经营矿产资源和煤炭的

进出口业务；经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石油

沥青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燃料油、沥青、电线

电缆、纸浆、百货、针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化肥、电器机械及器材、矿产品销售；粮

食及农副产品的购进与销售；纸品贸易；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片剂、硬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的生产、保健食品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甘草、麻黄草等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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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最近

一年  
10,984,147.81  6,970,008.25  1,522,424.85  5,325,316.80  4,014,139.55  3,148,045.64  111,549.66  409,566.53  

 最近

一期  
10,813,595.34  6,384,535.23  2,623,156.56  4,622,568.42  4,429,060.11  1,970,621.24  2,586.99  104,459.31  

3. 亿利集团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负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

道及授信额度 

重 大 或

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

违约记录及

其对应金额 

对外

担保 

最近

一年 
63.46% 0.78 0.66 0.21  123.36 亿元 无 无 无 

最近

一期 
59.04% 0.9 0.75 0.02 341.92 亿元 无 无 无 

备注：最近一年数据为 2019 年经审计数据；最近一期数据为 2020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数据。 

4. 到期债务及发行债券情况： 



    截至目前，亿利集团半年内到期债务 87.54 亿元，一年内到期债务 139.56

亿元。其中，已发行债券余额 49.23 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 16.23

亿元。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5. 亿利集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 偿债能力分析 

亿利集团债务偿付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经营性的资金流入、资产变现的现金

流入和已有银行授信额度的使用及新增的融资性来源等。从目前财务状况上看，

现金比率指标相对比较低，主要原因是亿利集团承担国家重要地域荒漠化修复工

程，投入较大，周期较长。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各地政

府对生态支持力度加大，工程项目将逐步进入回收期，经营能力逐渐向好，现金

流入量也将逐渐改善。此外，亿利集团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银行及其他金额机构

授信额度为 341.92 亿元人民币，可利用融资渠道及授信较多。 

目前，亿利集团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增长，长期与国内主要银

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六） 最近一年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序号 事项 交易情况 

1 
关联 

交易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热电分公司与关联方上海亿鼎继续签署《热

电资产组经营租赁合同》，交易金额为 18,408 万元（不含税）；经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热电分公司与上海亿鼎

终止上述经营租赁合同，重新签署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十年，交易金额为 18,084.72

万元/年。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亿利集团、亿利控股及特定投资者

持有的亿利生态 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上述事项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已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终止本次重组事项。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亿利集团收购其持有的张家口京张迎宾廊道生态能

源有限公司 60%股权和张家口亿源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额分别为

52,335.15 万元和 19,993.99 万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 
担保 

事项 

公司为亿利财务公司与中信银行开展的以公司为承兑人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

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为 8 亿元（含），保证期限为三年。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及担保情况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2020-008、2020-027、2020-070），除上述交易

外，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无非经营性往来（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亿利集团目前已存在高比例股份质押。形成的具体原因为民营企业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融资时需提供多种方式进行增信担保，股票质押是增信担保品之一。目

前上市公司以及亿利集团经营、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平仓风险，同时将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追加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未来，亿利集团将

加大经营力度，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精细管理，降低质押融资金

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不断提升企业实力，更好地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中

小股东利益，使企业步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