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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2022年公告的《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等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2

目 录

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要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3

第二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 6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0

第四章 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 .................................................................................................... 11

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和执行情况、偿债意愿、偿债能力分析以及本次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 ........................................................................................................................ 12

第六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 14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15

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16

第九章 发行人其他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处理结果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 17

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20



3

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要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一）债券名称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

者)(第一期)（简称“本次债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796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采取分期发行

的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19启迪G2。

债券代码：112978.SZ。

（四）发行主体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五）发行规模

发行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目前本次债券的余额为5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品种的期限

本次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加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债券利率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前3年票面利率均为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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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次债券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起息日：2019年9月26日

付息日：付息日为2020年至2024年每年的9月2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22年的9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9月2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9月26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债券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一）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借款、调整债务结构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督促发行人履行相关义务

中德证券作为19启迪G2的受托管理人，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履行了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2021年1月-12月，中

德证券通过电话、邮件、函件、现场访谈等各种形式与发行人保持密切联系，了解

发行人是否发生了应披露的重大事项，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

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二）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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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发行人发生的重大资

产重组筹划情况、出售子公司股权情况、主体及债项评级变化情况等重大事项，出

具了受托管理临时报告。2021年1月-12月，发行人披露了中德证券出具的2次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2021年6月，发行人披露了中德证券出具的受托管理年度事务报告。

序号 报告类别 报告时间 报告文件

1 受托临时报告 2021-11-30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2021年第四次)

2 受托年度报告 2021-06-30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2020年度）

3 受托临时报告 2021-01-15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第一次)

（三）协助发行人按时完成付息流程

2021年，在本期债券付息前，中德证券对发行人的资金安排进行了提前掌握，

协助发行人按时完成付息相关流程，保护投资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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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21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书贵

公司住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绿萝路77号

经营范围：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

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

服务；环卫项目投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电力工

程施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

园林、绿化、水体处理）技术研发、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环

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土木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

发；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

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注册资本金：1,430,578,784元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启迪环境

证券代码：000826.SZ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

根据发行人2022年4月30日公告的《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

报告》，截至2021年末，公司业务涉及能源环保领域相关的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工

程设计、市场开发、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等环节。

1、数字环卫：依托产业创新体系和产业应用体系，结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和无

人环卫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将车路云、人工智能、车联网等智慧技术与环卫运营、

生活垃圾分类、园林绿化等城市环境服务系统融合，成为集环卫产业与数字经济为

一体的创新型城市环境综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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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务生态：以城市供排水一体化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为核心，自有专利

成套环保设备供应为驱动，业务范围包括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环境咨

询评价、环境监测、水土保持、环境服务，及自有专利环保成套设备供应工程服务、

低碳节能环保技术转移与产业化服务。

3、零碳能源：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为基础，按用户

需求量身定制，提供多资源融合、多技术集成和多能源输出的智慧综合能源解决方

案。

4、固废及再生资源：覆盖有机固废资源化利用、危险废弃物及医疗废弃物处理

处置、电子废弃物处置、报废汽车拆解及再制造、生物柴油资源化再利用、再生资

源深加工、产业园区运营、生态基础设施及环境整治和再生资源线上交易等领域。

5、环卫车辆及环保设备研发制造：从事环卫专用车及环保装备的设计、研发、

制造与销售业务。

二、发行人2021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22年 4月 30日公告的《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近两年收入与成本如下所示：

（1）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1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8,480,986,860.20 100% 8,647,776,341.84 100% -1.93%

分行业

污水处理业务 950,820,280.59 11% 808,028,038.31 9% 17.67%

自来水业务 168,366,915.41 1.99% 158,037,110.44 1.83% 6.54%

固体废物处理业务 1,089,545,724.24 12.85% 928,544,696.40 10.74% 17.34%

再生资源处理业务 848,136,828.08 10.00% 642,622,392.78 7.43% 31.98%

市政施工与环保设 备安

装及技术咨询 业务
1,703,719,995.92 20.09% 1,874,657,308.60 21.68% -9.12%

环卫服务业务 3,639,203,419.97 42.91% 4,167,965,685.76 48.20% -12.69%

其他业务 81,193,695.99 0.96% 67,921,109.55 0.79% 19.54%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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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业务 950,820,280.59 11% 808,028,038.31 9% 17.67%

自来水业务 168,366,915.41 1.99% 158,037,110.44 1.83% 6.54%

固体废物处理业务 1,089,545,724.24 12.85% 928,544,696.40 10.74% 17.34%

再生资源处理业务 848,136,828.08 10.00% 642,622,392.78 7.43% 31.98%
市政施工与环保设 备安

装及技术咨询 业务
1,703,719,995.92 20.09% 1,874,657,308.60 21.68% -9.12%

环卫服务业务 3,639,203,419.97 42.91% 4,167,965,685.76 48.20% -12.69%

其他业务 81,193,695.99 0.96% 67,921,109.55 0.79% 19.54%

分地区

东北地区 344,750,558.73 4.06% 338,799,196.89 3.92% 1.76%

华北地区 2,061,731,675.35 24.31% 2,161,120,773.86 24.99% -4.60%

华东地区 2,276,690,926.75 26.84% 2,255,587,241.97 26.08% 0.94%

华南地区 265,954,705.54 3.14% 335,927,605.69 3.88% -20.83%

华中地区 2,734,563,685.81 32.24% 2,736,561,145.37 31.64% -0.07%

西北地区 240,003,647.72 2.83% 195,149,120.68 2.26% 22.98%

西南地区 557,291,660.30 6.57% 624,631,257.38 7.22% -10.78%

（2）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售模式的

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污水处理业

务
950,820,280.59 605,070,925.60 36.36% 17.67% 23.25% -2.88%

固体废物处

理业务
1,089,545,724.24 840,003,065.17 22.90% 17.34% 24.60% -4.49%

再生资源处

理业务
848,136,828.08 840,048,578.36 0.95% 31.98% 55.01% -14.71%

市政施工与

环保设备安

装及技术咨

询业务

1,703,719,995.92 2,553,629,214.39 -49.89% -9.12% 30.27% -45.32%

环卫服务业

务
3,639,203,419.97 3,416,038,895.65 6.13% -12.69% 5.21% -15.96%

分产品

污水处理业

务
950,820,280.59 605,070,925.60 36.36% 17.67% 23.25% -2.88%

固体废物处

理业务
1,089,545,724.24 840,003,065.17 22.90% 17.34% 24.60% -4.49%

再生资源处

理业务
848,136,828.08 840,048,578.36 0.95% 31.98% 55.01% -14.71%

市政施工与

环保设备安

装及技术咨

询业务

1,703,719,995.92 2,553,629,214.39 -49.89% -9.12% 30.27% -45.32%

环卫服务业

务
3,639,203,419.97 3,416,038,895.65 6.13% -12.69% 5.21%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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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

华北地区 2,061,731,675.35 1,739,944,729.74 15.61% -4.60% 6.80% -17.82%
华东地区 2,276,690,926.75 1,600,056,103.16 29.72% 0.94% -7.55% -30.82%
华中地区 2,734,563,685.81 3,584,486,681.75 -31.08% -0.07% 44.38% 35.10%

三、发行人2021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11,928,046,413.44 11,087,306,596.55 7.5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853,778,893.17 29,929,878,671.73 -30.32

资产总计 32,781,825,306.61 41,017,185,268.28 -20.08

流动负债合计 13,611,456,992.06 15,240,726,713.19 -10.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7,754,474,000.50 10,741,459,934.36 -27.81

负债合计 21,365,930,992.56 25,982,186,647.55 -17.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591,867,028.88 12,987,416,904.62 -33.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15,894,314.05 15,034,998,620.73 -24.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2,781,825,306.61 41,017,185,268.28 -20.0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8,480,986,860.20 8,647,776,341.84 -1.93

营业利润 -4,384,573,441.54 -1,474,872,602.27 -197.28

利润总额 -4,454,259,824.72 -1,497,049,226.38 -197.54

净利润 -4,549,999,513.54 -1,439,387,892.44 -216.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39,894,376.98 -1,559,028,870.32 -191.2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617,430.63 338,052,137.89 119.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388,689.90 -886,494,375.94 121.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830,112.52 -1,041,665,526.41 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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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796号文核准，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发

行了5亿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9月26

日到账。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1年度报告以及相关说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严格按照募集

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单位：元

债券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总金额 已使用金额 未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运作情况

（如有）

募集资金违规使

用的整改情况（如

有）

是否与募集说

明书承诺的用

途、使用计划及

其他约定一致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面向合格

投资者）（第一期）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0.00
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
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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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

一、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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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和执行情况、偿债意愿、

偿债能力分析以及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息偿付情况

“19启迪G2”已于2021年9月27日支付自2020年9月26日至2021年9月25日期间

的利息，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付息公告。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和执行情况

根据《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面向合

格投资者）（第一期）》（以下称“《募集说明书》”）和《2018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称“《受托管理协议》”）第3.8条约定，“…预计不能偿还

债务本息或偿还债务本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发行人应当按照债券受托管理人要

求追加担保，并履行《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并配合债券受托

管理人办理其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前款情况下，发行人将根

据受托管理人要求，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偿债保障措施：增加抵押物、质押物或

现金担保，增加担保人，处置特定资产以所得现金提供现金担保”；以及《受托管理

协议》第4.9条约定，“债券受托管理人发现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或者

预计发行人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应当及时调查了解，要求并督促发行人及时

履行《受托管理协议》3.8条约定的偿债保障措施，或者可以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

中德证券已发函至发行人，要求发行人为本次债券提供有效担保、遵守并履行

债券募集说明书偿债保障措施。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未就履行偿债保障措

施做出明确安排或出具书面说明。

三、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偿付债券利息，

不存在违约情况。本期债券即将于2022年9月26日进行回售，发行人面临一定的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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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受金融去杠杆、校企改革、环保行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发行人融资环境持续

处于不利状态，同时面临资金支付及日常经营维稳的双重压力。截至2021年底，发

行人存在金融借款到期未能如期偿还或未能顺利申请办理展期业务的情况。

对此公司的应对措施如下：持续与金融机构保持良好沟通，尽快推出一揽子解

决方案；积极申请控股股东及吸收合并合作方的直接资金资助；与政府谈判，缩短

运营回款周期、加快应收账款回收；退出部分资金投入量大后期效益较差的建设项

目并进行结算；出售部分资产回笼资金，解决公司目前所面临的阶段性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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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

行情况

一、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18年 5

月 3日召开的 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

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

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21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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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1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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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1年7月14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19启迪G2”的信

用等级为AA，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撤出信用评级观察

名单。

2021年9月24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诚信国际关于调降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A+，“19启迪G2”的信用等级为A+。

2021年11月3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诚信国际关于调降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A-，“19启迪G2”的信用等级为A-。

2022年6月3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BBB，“19启迪G2”的信

用等级为BBB。

如本次债券的后续跟踪评级情况发生变化，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向全体债券持有

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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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其他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处理结果及受托管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发行人其他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处理结果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向公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

吸收合并启迪环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公司同时披露了《关于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股票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5），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1月25日开

市起复牌。随后，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22日、2021年3月24日、2021年4月23日、2021

年5月24日和2021年6月2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

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调整

后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原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之终止协议》，

终止了前次吸收合并协议，并重新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随后，公司分别于2021年7

月23日、2021年8月21日、2021年9月23日、2021年10月23日、2021年11月23日、2021

年12月2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发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随后，

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24日、2022年2月22日、2022年3月3日、2022年4月2日、2022

年4月30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目前，交易双方基于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考虑到公司2022年2月收到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通知，将在积极配合监管机构调查及内部整改的同时，继续推进本次

交易相关工作。待立案调查结束后，双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及整改情况，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择机履行相关程序进一步研究吸并事项，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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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二）因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三十二条、《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第三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湖北

证监局向发行人下发《关于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1]19号）。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公告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公告了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

（三）因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和深交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深交所向发行人下发《关于

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公司于

2021年5月24日公告了《关于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

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四）根据公司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由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年2月28日向公司发出《立案调查书》，截至

财务报告出具日尚未形成调查结果。同时，由于公司自查发现在建项目工程报量与

实际投入存在偏差，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因此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鉴于发行人未来偿债压力较大，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已采取以下

应对措施：

（一）及时进行付息兑付风险排查

中德证券在债券还本付息日前2个月开展风险排查，要求发行人提前落实本期债

券的付息资金安排，按时履行还本付息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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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舆情监控，保持与发行人的密切联系

中德证券已针对发行人每日进行舆情监控，包括持续监督发行人的动向，收集、

汇总发行人的新闻情况，洞悉市场实时舆论，及时了解相应风险；同时中德证券将

保持与发行人的密切联系，关注发行人的债务履约进展，若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中德证券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工作，对发行人采取进一步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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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1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新增重大担保事项。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为29.92

亿元，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公司当事

人名称
地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公司当事人相关

的诉讼标的额(万元)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被告

临清市盛硕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

通建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等

(2021)鲁1581民初4818

号、(2021)湘1224民初

3152号等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54,186.78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广西

中科信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粤20民初58号、

(2021)桂01民初1033号

其他经营

事项纠纷
27,897.28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

分行、宜昌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等

(2021)鄂05民初45号、

(2021)鄂05民初29号

金融借款

相关事项
96,346.91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原告

苏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城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2021)黑0113民初3243

号、(2021)鄂12民初27

号等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11,475.80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理工

大学等

(2021)鄂0527民初1号

等

其他经营

事项纠纷
9,610.76

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

讷河市人民政府、湘潭市人民政府

等

(2020)黑02行初28号、

(2021)湘03行初57号等
行政诉讼 99,698.47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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