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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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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深圳萃华”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壹亿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英杰、郭琼雁

为此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审议程序：

2019年1月2日，公司第四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2019年

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9年1月1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2019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在审议额度范围内，不需要重新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年 2�月23�日

3、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1栋1层、2层中

4、法定代表人：郭英杰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

6、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购销；饰品的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品牌策划；创意设

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

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加工；

旧首饰的收购。

7、与本公司的关系：深圳萃华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占其 100%股权。

8、 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深圳萃华资产总额为171,770万元，负债总额为118,349万元，净资产

为53,421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9,893万元，利润总额4,620万元，净利润3,438万元（以

上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9年3月31日，深圳萃华资产总计为180,386万元，负债总额为126,261万元，净资产

为54,125万元，2019年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38,192万元，利润总额944万元，净利润705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壹亿元整；

3、担保期限：自2019年7月26日至2020年6月4日期间（具体以主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由公司第四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董事会认为深圳萃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为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和发

展需要，公司为深圳萃华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经营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9,000万元（不包含本次），其中对子公司担保119,000万

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81%，本次担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47%。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担保合同。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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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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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59,395,076.09 3,031,430,589.95 -5.68%

营业利润

954,996,983.72 1,156,792,715.69 -17.44%

利润总额

932,530,325.31 1,148,980,000.62 -1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603,444.80 861,501,814.30 -18.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876 0.7226 -18.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5% 10.14% -2.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485,032,366.23 10,942,916,568.50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87,343,368.54 8,975,671,061.54 2.36%

股本

1,192,275,016.00 1,192,275,01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7.7057 7.5282 2.3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2019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在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带动下，水泥

需求进入平台期后的首次出现较快增长，但增速逐步放缓。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10.45亿

吨，同比增长6.8%，创近五年增幅新高，但广东同比出现-2.84%的下滑。整个水泥行业呈现量价

齐升的特点，行业效益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比去年明显回落。（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中国水泥协会）

今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水泥产量849.43万吨、 销量825.16万吨， 较上年同期分别上升了

2.43%、4.38%；实现营业收入285,939.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68%；实现利润总额、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3,253.03万元、70,060.34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8.84%、

18.68%。

报告期公司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今年上半年，广东尤其是粤东地区受持续降

雨的影响，工程施工进度缓慢，影响了水泥需求，水泥价格下降较多，珠三角区域市场水泥价格

基本平稳，但公司粤东区域市场水泥销量占比较高，致使公司上半年水泥价格出现了下降，效

益未能与水泥行业一样实现正增长，今年上半年，公司水泥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25%。

（2）受运输车辆标准载重及环保整治等因素影响，生产水泥所需辅助材料采购价格同比上升

较快，致使水泥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了9.53%。叠加影响下，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由上年同

期42.48%下降到34.08%，下降了8.4个百分点；虽然销量小幅增长，但无法以量补价，从而导致报

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同比出现下降。

同时，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

的基金等金融资产按准则调整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进行

核算，以及受股指回升的影响，公司所持证券、基金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增厚了业

绩，减缓了公司业绩下降幅度。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4.85亿元，较年初减少4.18%，主要是经营性负债项目到期支付减

少造成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1.87亿元，较年初增长2.36%，主要是报告期实现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期末留存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71元，

较年初增长2.36%。

报告期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了2.49个百分点， 系报告期实现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对2019年半年度业绩进行过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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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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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具有合

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

2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18-042号《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一）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

构性存款”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20日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发布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9年7月29日收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6,000万元，并收到存款收益

23.67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保本理财一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TPO】”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19日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9年7月30日收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收到存款收益

3.28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一）中国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1、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6,000万元

4、预期收益率：3.55%/年

5、收益起算日：2019年7月30日

6、产品期限：41天

7、产品到期日：2019年9月9日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用于现金管理的产品严格

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期间公司持续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

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的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30,500万元，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授权使用剩余额度为14,500万元。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68� � � � �证券简称：*ST安凯 公告编号：2019-075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

暨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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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控股子公司江淮客车公开挂牌转让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100%股权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

2、根据最终确定的受让方，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淮客车” ，公司持有其60.81%股权）于2019年6月4日通过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

挂牌转让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宏运” ）100%股权，转让底价2,838.52万

元， 具体详见《关于控股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9）。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2019年7月2日，扬州宏运100%股权转让在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期满，安徽省产权交易

中心征集到1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扬州宏运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运车业” ）为最

终受让方。2019年7月26日，江淮客车与宏运车业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将所持有的扬州宏

运100%股权以2,838.5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宏运车业。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扬州宏运车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07228404900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4、住所：扬州市江都区浦江东路188号

5、法定代表人：陈芝强

6、注册资本：5231万美元

7、成立日期：2000年10月09日

8、营业期限：2000年10月09日至 2030年10月08日

9、经营范围：生产汽车车身、车用空调、汽车模具、汽车零部件，汽车及零部件涂装加工、一

般材料涂装加工，汽车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及其他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张纲配套区

3、成立日期：2001年01月15日

4、法定代表人：查保应

5、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受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委托加工汽车车身及汽车零部件，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销售。

四、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根据江淮客车与宏运车业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2,838.52万元人

民币；

为确保资金结算安全， 交易价款将按照相关规定通过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结算专户统一

结算。

五、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转让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股权是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符合国资委

关于清理整合三级以下子公司要求，对公司生产经营运作及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扬州江淮宏运客车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六、其他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宏运车业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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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95000万元至-10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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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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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3），2019年6月

2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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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凯迪生态共有28个账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9,285,839,035.73元，

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13,923,357.77�元。2019年6月27日至7月30日期间，凯迪生态无新增被冻结

账户。

二、凯迪生态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7月30日， 公司旗下共有53家子公司的149个账户被冻结， 申请冻结金额 3,

279,151,680.91�元，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42,531,448.79元。相较2019年6月30日公司发布的《关

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编号：2019-80）， 公司旗下新增安仁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的1个账户被冻结，新增嫩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2个账户被冻结，新增汪清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1个账户被冻结。

其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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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4 28,700.42 7,282,254.66

2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3 4 83,157.32 567,836.82

3

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4 1,142.73 457,842,131.48

4

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3 2,721,479.37 1,474,572.29

5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3 7,295.47 10,559,852.69

6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5 16,749.40 4,323,165.20

7

宿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6 226,603.55 43,154,522.00

8

益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2 16.88 56,931,588.63

9

霍邱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2 3,130.14 8,314,334.72

10

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3 6 144,192.24 3,261,170.00

合计

14 39 3,232,467.52 593,711,428.49

其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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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1 2 27,572.43 1,015,595.00

合计

1 2 27,572.43 1,015,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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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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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95000万元至-10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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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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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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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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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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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47 201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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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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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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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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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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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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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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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贷

2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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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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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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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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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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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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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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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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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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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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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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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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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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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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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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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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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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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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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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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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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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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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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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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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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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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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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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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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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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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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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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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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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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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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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贷

9,6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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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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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71 2019/3/20

隆回

、

松滋

、

南陵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ABS 21,650.00 2019/5/15

永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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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33 201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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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9.60 20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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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00 201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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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45 2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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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25 2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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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9.39 2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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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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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6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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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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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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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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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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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01 2018/6/20

1,616,634.27

目前逾期债务共计1,616,634.2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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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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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利于电厂

生产自救的外部条件，多家电厂达成了多方共同签署的生产恢复协议共同推进电厂生产恢复

工作，特别是，公司旗下监利电厂所在的县政府积极协调电厂金融债权人，就监利电厂恢复生

产达成了金融债权人、监利电厂方、燃料客户方、凯迪生态方、监利县政府方（见证监督方）共

同签署的五方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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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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