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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暨暂停上市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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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公

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仍为负值，且2018

年度财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由于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1.1条、第14.1.3条的规定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

起暂停上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及风险提示

若公司暂停上市后触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

二、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8年5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调查通知

书》（鄂证调查字2018005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19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

发的（处罚字[2019]56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19年4月30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字[2019]

021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触碰《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

三、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

公司于2019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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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9〕266号】，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有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有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及股份挂牌转让服务机构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已于5月28日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下称“长城国瑞” ）签订《推

荐恢复上市、委托股票转让协议书》，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恢

复上市时，由长城国瑞担任公司的恢复上市推荐人；若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则由长城国瑞为公司提供股票转让服务。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上市的意见和具体措施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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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2019年度实现

扭亏为盈，达到恢复上市条件：

1、在政府及各方支持下，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工作，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夯实公司资产质量

与基础，并妥善解决员工工资、燃料供应农户欠款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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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扩大对外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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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推进非主营业务低效资产的剥离，降低成本及费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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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建立与债权人的共同协商机制。以电厂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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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利于电厂生产自救的外部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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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落实经营目标责任制，强化电厂经营层在资金封闭使用期间的自我“造血” 功能，驱动管

理提质增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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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上市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月前五个交易日

披露一次暂停上市期间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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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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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2019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07,638,546.94元。

2、公司于2019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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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9〕266号】，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

3、公司于2018年5月7日收到鄂证调查字201800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19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处罚字[2019]5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4、 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字

[2019]021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

司目前尚未收到有关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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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 或“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于2018年5月24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18-51），2018年6月12

日、7月4日、7月19日、9月4日、10月22日、12月11日、2019年1月19日、2019年2月23日、2019年3月

23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18-62、2018-78、2018-105、

2018-149、2018-181、2018-221、2019-7、2019-22、2019-31）。

因公司债务违约等问题引发信用风险， 导致债权人采取诉讼等措施对公司账户进行冻

结，现将公司最新统计的账户冻结情况更新公布如下：

一、凯迪生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7日，凯迪生态共有26个账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8,256,133,862.39元，被

冻结账户余额为 9,588,501.42�元。2019年3月23日至5月27日期间，凯迪生态无新增冻结账户。

二、凯迪生态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7日，公司旗下共有52家子公司的141个账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4,816,

097,203.30�元，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48,052,914.24元。相较2019年3月23日公司发布的《关于更

新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编号：2019-31），公司旗下有5家子公司的账户均解冻，分别为

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个账户、阜新市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个账户、阳新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个账户、夏县凯迪风电开发有限公司1个账户、汪清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1个账户。

其中9家子公司冻结账户数量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冻结单位名称

新增冻结的银行

账户数量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总数

被冻结账户内金额合计

（元）

申请冻结金额（元）

1

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3 23,750.56 169,944,381.57

2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2 5 199,139.25 24,761,011.48

3 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3 3 28,546.05 37,201,593.94

4

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3 6 8,133,374.85 33,001,901.70

5

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5 9 1,532,812.74 3,067,312.90

6

蕲春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3 4 15,643.06 94,426,960.58

7

松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2 4 20,771,264.62 218,006,352.46

8

平陆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1 8,369,806.12 179,600.00

9

乐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 1 46,696.99 1,300,000.00

合计 21 36 39,121,034.24 581,889,114.63

其中12家子公司冻结账户数量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冻结单位名称

被解冻的银行

账户数量

被冻结的银行

账户总数

被冻结账户内金额合计

（元）

申请冻结金额（元）

1

德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2 1 - 2,321,784.74

2

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 1 294,917.91 1,095,312.95

3

洪雅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1 14,058.08 192,130,473.17

4

监利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2 83.05 92,949,289.60

5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2 6 88,041.77 1,370,000,000.00

6

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 7 74,550.56 109,537,658.42

7

平乡凯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2 2 30,769.59 228,576,991.67

8

鄱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2 22,041.29 55,859,422.98

9

双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2 2 24,313.36 24,313.36

10

盐池县凯迪中盈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1 1 69.72 80,472,006.99

11

岳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 2 10,844.67 96,540,107.98

12

霍邱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2 1 3,126.74 6,387,466.49

合计 18 30 562,816.74 2,235,894,828.35

三、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银行账户包括公司及子公司的基本户和一般户， 上述事项已经对公司的正常运行、

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在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账户资金被冻

结的情况发生，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若有新增资金冻结相关情况发生，公司将按照

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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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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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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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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2019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07,638,546.94元。

2、公司于2019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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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9〕266号】，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

3、公司于2018年5月7日收到鄂证调查字201800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19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处罚字[2019]5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4、 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字

[2019]021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

司目前尚未收到有关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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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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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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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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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7.44 201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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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9.82 2018/4/21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光谷科技金融服务中

心

流贷 495.86 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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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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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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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城金标公司 信托 18,540.00 2018/6/29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夏支行

流贷 1,117.10 201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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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新区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租赁 4,670.22 201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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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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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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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信托 1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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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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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1.37 201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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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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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1.79 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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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9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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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贷 59.31 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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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贷 372.22 2018/10/20

丰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丰都支行

流贷 30.33 20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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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80 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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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15 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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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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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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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丰都支行

流贷 159.26 20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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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固贷 -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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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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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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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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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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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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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23 20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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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流贷 2,000.00 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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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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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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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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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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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江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流贷 53.40 20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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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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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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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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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8.37 2018/5/15

江陵、谷城、赤壁、崇阳、来凤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BS 5,0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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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流贷 2,000.00 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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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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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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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流贷 2,000.00 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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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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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64 201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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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34 20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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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 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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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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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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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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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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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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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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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08 2018/6/18

万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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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18 20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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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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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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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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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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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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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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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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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65 20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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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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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8.31 2018/7/11

永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分行 115.00 20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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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5 2019/1/25

平陆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平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流贷 25.62 2019/3/20

安仁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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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4 2019/5/15

合计 1,396,690.18

目前逾期债务共计 1,396,690.18�万元，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为1,914,207,379.29

元，逾期债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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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正在积极应对面临的风险：1.在政府及各方支持下，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工作，解决债

务危机问题，夯实公司资产质量与基础，并妥善解决员工工资、燃料供应农户欠款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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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扩大对外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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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推进非主营业务低效资产的剥离，降低成本及费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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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建立与债权人的共同协商机制。以电厂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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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利于电厂生产自救的外部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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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落实经营目标责任制，强化电厂经营层在资金封闭使用期间的自我“造血” 功能，驱动管

理提质增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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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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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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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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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期公告的诉讼情况

2018年5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涉诉案件的公告》（编号：2018-54）；2018年6月5日，

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涉诉案件的更新公告》（编号：2018-55）；2018年6月12日，公司发布《关

于公司新增涉诉案件的公告》（编号：2018-61）；2018年7月4日、2018年7月19日，公司发布《关

于公司最新涉诉案件的公告》（编号：2018-79、2018-107）；2019年1月11日、2019年1月23日、

2019年1月26日、2019年2月23日、2019年3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

展的公告》（编号：2019-4、2019-10、2019-11、2019-21、2019-28）；2019年3月30日，公司发布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编号：2019-34）;2019年4月19日，公司发布《关

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编号：2019-38，下称《2019-38公告》）。

二、涉及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更新的诉讼、仲裁案件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5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

诉讼、仲裁案件合计903件，较《2019-38公告》新增案件59件。从起诉类型来看，涉及融资纠纷

案件共计103件，较《2019-38公告》新增2件；涉及买卖、建设工程施工、运输等合同纠纷类案

件共计686件，较《2019-38公告》新增57件；涉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共计78件（仅含母公司凯

迪生态），较《2019-38公告》无新增。新增案件中，涉及100万以下小额合同纠纷案件（含燃料

买卖）46件，合计金额1170万元，其他新增案件信息详见下表：

新增案件信息表（除100万以下小额合同纠纷外，

2019年4月18日-5月27日）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受理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江岸支行

①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②阳

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约8361万元

2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约1986万元

3 江苏申港锅炉有限公司

①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②凯迪生

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约1223万元

4

安庆市设备安装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①武汉凯迪绿色能源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②蚌埠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③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约160.6万元

5

安庆市设备安装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①武汉凯迪绿色能源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②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③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约157.5万元

6

东营锦华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平陆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仲裁委员会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约238.6万元

7

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

公司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约112.4万元

8 海通安恒科技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计算机软件开

发合同纠纷

约624万元

9 江苏申港锅炉有限公司

①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②凯迪生

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约1223万元

10 赖伟

广西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北流市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北流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02.658352万元

11 饶勋

湖北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崇阳县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赤壁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8.3796万元

12 孙协成

湖北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崇阳县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赤壁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44.16389万元

13 黄蒙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格薪

源生物质燃料安徽有限公司

桐城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49.149199万元

三、案件裁决或调解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已经司法机关或仲裁

机构裁判或调解的案件75件，较《2019-38公告》新增案件8件，详见附件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金额1000万元以上、经裁判或调解生效案件表（2019年4月

18日-5月27日）。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受债务危机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关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断增多，案件量较大，公

司将持续根据公司相关工作梳理情况，不定期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公司发生流动性危机、债务违约，部分债权人采取了包括诉讼在内的应急措施。目前，

公司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正积极与债权人沟通， 积极应对上述涉诉案件。 截至2019年5月27

日，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金额1000万元以上、经裁判或调

解生效案件共涉及金额114.59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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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涉诉案件，由于标的金额、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的金额有待司法

机关或仲裁机构对案件作出裁判或调解生效后才能确定，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

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附件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标的金额1000万元以上、经裁判或调解

生效案件表

（2019年4月18日-5月27日）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1

（2018）皖

0102民初

4271号

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兴支行

①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②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瑶海区人民法

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002.8万元

执行

结果

判决如下：

一、 被告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立即偿还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国内信用证融资主协议》项下敞口金额10000000元及逾期罚息(自2018年7月4日起，1

以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525%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结清之日止)；被告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可扣除保证金10000000元的利息120000元；

二、 被告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偿还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律师代理费28000元；

三、 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对本判决第一二项，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追偿；

四、 驳回原告河北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2

（2018）鄂01

民初4968号

徐州科融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

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约7356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73563487元；如银行存款不足，查封其相应价值

的其他财产。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3

（2019）鄂01

民初4781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岸支行

①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②阳光凯迪新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约8361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

一、截止至 2019年3月 21日止凯迪生态公司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 8000�万元及利息 3611180.00�元；

二、凯迪生态公司承诺：于2019年5月10日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2019年12月27日归还借款本金7000万元，

并支付全部所欠借款利息；

三、如果凯迪生态公司不能按时足额归还分期还款中的任何一期借款，则建行江岸支行有权就所欠全部本

金、利息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调解书进行强制执行，并有权从逾期还款之目起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收

利息（罚息利率标准为原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上浮50%，原贷款合同利率现按年息4.75%计算，若央行基准利率

调整的，按原贷款合同约定进行调整），就凯迪生态公司存在欠付利息的情况 ，则依据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

理规定》计收复利。除上述之外，建行江岸支行不再主张任何违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等；

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凯迪生态公司承担。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4

（2019）湘执

恢1-4号

华融湘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①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②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60000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本案恢复执行的申请执行标的已全部执行完毕，现以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5

（2019）津02

执恢83号

民生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①安仁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②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约19500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我司在收到报告财产令后10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

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6

（2018）鄂01

民初5009号

东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约5305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

一、 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兑付

“凯迪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一）”的本金共计人民币5000万元；

二、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截

至2018年9月7日利息人民币305万元；

三、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

2018年9月8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50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10%标准计算）；

四、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

师费人民币15万元。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7

（2018）鄂民

初113号

中德证券有限公

司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

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约29100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

一、确认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和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鼎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其持

有的本金数额9054.3万元的“16凯迪02” 债券交易合同关系于2019年1月24日解除；

二、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债券本金27869.3万元；

三、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17年9月7日起至债券本息实际付清

之日止的利息（“16凯迪01”对应利息188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1%计算；“16凯迪02” 对应利息9054.3万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6.7%计算）；

四、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出的财产保全保险费291688元，律师代

理费45万元。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裁判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8

（2018）鄂民

初114号

中德证券有限公

司

凯迪生态科技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

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约24000万元

执行

结果

裁定如下：

一、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债券本金23270.1万元；

二、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17年12月15日起至债券本息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利息（以23270.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计算）；

三、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出的财产保全保险费240381元，律师代

理费45万元。

证券代码：000831� �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19-022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5月23日以书面、传真及电

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

5月29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国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解困步

伐，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及所属企业将以自有资金向云南省镇雄县、湖南省花垣县捐赠

资金共计500万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19-021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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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5月29日收到徐进先生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徐进先生于2018年12月24日将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10,33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1.72%）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业务的初

始交易日为2018年12月2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12月24日。2019年5月29日，徐进先生将上述

股份中的6,830,000股解除了质押，并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徐进、刘安省及一致行动人张国强、孙朋东、徐钦祥、朱成寅、范

博、周图亮、段炼、黄绍刚、赵杰、仲继华（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281,369,4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89%，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已累计解除质押本公司股份110,538,414股，占

其合计持股总数的39.2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4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质押数量（股） 解除质押数量（股）

解除质押数量占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

解除质押数量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

徐进 42,330,000 38,830,000 13.80% 6.47%

刘安省 111,777,114 65,384,114 23.24% 10.90%

范博 4,420,000 - - -

张国强 - - - -

孙朋东 2,670,000 820,000 0.29% 0.14%

徐钦祥 3,100,000 - - -

朱成寅 5,480,000 1,480,000 0.53% 0.25%

周图亮 3,060,000 930,000 0.33% 0.16%

段炼 5,334,300 496,200 0.18% 0.08%

黄绍刚 2,050,000 - - -

赵杰 2,598,100 2,598,100 0.92% 0.43%

仲继华 - - - -

合计 182,819,514 110,538,414 39.29% 18.42%

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质押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尚质押本公司股份72,281,100股，占其合计持

股总数的25.6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0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数量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质押数量占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徐进 3,500,000 109,568,568 18.26% 1.24% 0.58%

刘安省 46,393,000 77,473,507 12.91% 16.49% 7.73%

范博 4,420,000 10,965,476 1.83% 1.57% 0.74%

张国强 - 9,368,118 1.56% - -

孙朋东 1,850,000 9,465,829 1.58% 0.66% 0.31%

徐钦祥 3,100,000 9,976,331 1.66% 1.10% 0.52%

朱成寅 4,000,000 10,555,202 1.76% 1.42% 0.67%

周图亮 2,130,000 9,976,331 1.66% 0.76% 0.36%

段炼 4,838,100 9,541,014 1.59% 1.72% 0.81%

黄绍刚 2,050,000 12,411,743 2.07% 0.73% 0.34%

赵杰 - 6,467,955 1.08% - -

仲继华 - 5,599,351 0.93% - -

合计 72,281,100 281,369,425 46.89% 25.69% 12.05%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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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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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禾丰牧业” ）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2019�年 5�月 2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事项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禾丰牧业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4712989XU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号

法定代表人：金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亿贰仟贰佰叁拾万肆仟叁佰玖拾陆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03月27日

营业期限：自2003年03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加工、生产、销售；粮食收购（自用）；饲料原料销售；家禽、

牲畜饲养，海、淡水养殖；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企业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服务业务

（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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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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