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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

铁山支行

12630201040020127

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

淮海路支行

12617001040012331 5.22

咸阳逸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阳分行

28210078801600000006

衡阳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

蒸西分理处

18255701040002607

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110100120100016023 0.02

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110100120100016031

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110100120100016056 0.05

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110100120100016015 136.66

合计 16,392.27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5,314.1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50,644.9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60,147.5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69%

承诺投资项目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环卫一体化平

台及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否

95,

330.10

95,

330.1

0

11,

636.5

4

65,

172.59

68.37 2019.4.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湖北合加环卫

车改扩建项目

否

49,

000.00

49,

000.0

0

8,

245.1

7

8,245.17 16.83 2021.3.3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湖北合加环境

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是

49,

000.00

14,

000.0

0

2020.3.31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兰陵垃圾发电

项目

否

20,

000.00

20,

000.0

0

19,

995.31

99.98 2018.06.30 1477.73 是 否

鸡西垃圾发电

项目

否

22,

000.00

22,

000.0

0

22,

000.00

100.00 2018.12.31

不适用

（注1）

不适

用

否

辛集垃圾发电

项目

否

20,

000.00

20,

000.0

0

19,

993.32

99.97 2018.12.31

不适用

（注1）

不适

用

否

淮南餐厨项目 否

5,

000.00

5,

000.0

0

4,999.23 99.98 2018.12.31

不适用

（注1）

不适

用

否

淮北餐厨项目 否

9,

000.00

9,

000.0

0

8,994.69 99.94 2017.12.31 -896.00 否 否

咸阳餐厨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

0

7,000.00 100.00 2018.6.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衡阳餐厨项目 否

6,

000.00

6,

000.0

0

2018.�6.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芜湖餐厨项目 否

5,

000.00

5,

000.0

0

5,000.00 100.00 2018.�6.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晋宁区生物质

资源化利用处

理项目

是

4,

300.0

0

4,

299.9

8

4,299.98 100.00 2019.6.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迁安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

目

是

14,

100.0

0

10,

000.0

0

10,

000.00

70.92 2020.9.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通辽市垃圾无

害化处理厂改

造工程

是

8,

600.0

0

8,

599.95

8,599.95 100.00 2020.6.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祁阳县城乡环

卫一体化PPP项

目

是

8,

000.0

0

7,

863.31

7,863.31 98.29 2020.9.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17,

984.04

117,

984.0

4

117,

984.0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偿还公司部分

有息债务

否

50,

000.00

50,

000.0

0

50,

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455,

314.14

455,

314.1

4

50,

644.9

5

360,

147.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咸阳餐厨项目、芜湖餐厨项目于报告期内完成了设备安装调试，办理了各项验

收手续及环保手续，截至报告期末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尚未产生收益。

2、衡阳餐厨项目因公司与其他股东方协商，该项目已通过自有资金投入，截至

2018年6月30日，该项目已处于试运营期，截至报告期末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尚未产生收益。

3、淮北餐厨项目于2018年进入试运营阶段，餐厨垃圾收运量正在稳步提升，

因设备未满负荷运转等原因导致2018年度亏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湖北合加环境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4.9亿元，该项目已于2018年

一季度开工，并使用自有资金投入29.13万元。2018年以来，随着国家及行业政策环

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及时调整了部分主营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并据此适当调

整了技术研发方向、方式和战略布局。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全体股东利

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18年12月先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以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将拟投入湖北合加环境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3.5亿元变更为用于固废处置及环卫一体化

项目。 目前公司正在论证该项目后续安排， 并将根据后续安排具体内容报请有权

机构审批。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情况

进展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17年9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人

民币162,618.2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2017]第2-00527号专项鉴证报告，对

公司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1、2017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额度为人民币69,0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于2018年11月16日归还募集资金。

2、2018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额度为人民币80,000.00万

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实际使用

金额为80,000万元，尚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注1：鸡西垃圾发电项目、辛集垃圾发电项目、淮南餐厨项目截至报告期末正在安装调试设备，处于试运营期，

尚未产生收益。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晋宁区生物

质资源化利

用处理项目

湖北合加环

境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4,300.00

4,

299.98

4,299.98 100.00 2019.6.30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迁安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湖北合加环

境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14,100.00

10,

000.00

10,000.00 70.92 2020.9.30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通辽市垃圾

无害化处理

厂改造工程

湖北合加环

境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8,600.00

8,

599.95

8,599.95 100.00 2020.6.30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祁阳县城乡

环卫一体化

PPP项目

湖北合加环

境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8,000.00

7,

863.31

7,863.31 98.29 2020.9.30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5,000.00

30,

763.24

30,763.2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2018年以来， 随着国家及行业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

变化， 公司及时调整了部分主营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并

据此适当调整了技术研发方向、方式和战略布局。 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更好地满足

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公司于2018年12月先后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同意公司将拟投入湖北合加环境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3.5亿元变更为用于固废处置及环

卫一体化项目。详见公司2018年12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5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9-037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55.28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

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552,75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不超过1,047,7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包

括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承兑汇票、融资租赁、保理等业务，期限不超过5年；不超过505,050万元额度用于长

期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业务，期限不超过20年。

一、 公司2019年度拟申请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授信额度(万元) 期限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不超过5年

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 130,000.00

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15,000.00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65,000.00

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12,000.00

江苏桑德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25,000.00

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14,000.00

河北桑德万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

哈尔滨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

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 18,000.00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 8,000.00

湖南桑德同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

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500.00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0

邢台恒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7,500.00

河南桑德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临沂奥凯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4,000.00

浦华控股有限公司 16,000.00

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30,000.00

内蒙古桑德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海南启迪桑德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

乌海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

咸宁桑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4,000.00

兴平桑迪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乾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旬邑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铜川启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蚌埠致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2,000.00

淄博桑德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4,200.00

永兴清雅环卫有限公司 15,000.00

宜章县桑得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500.00

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1,000.00

道县致雅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6,000.00

茶陵县洁丽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7,000.00

衡山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4,000.00

小计 1,047,700.00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78,000.00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7,500.00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 28,500.00

辛集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0,000.00

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8,200.00

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33,000.00

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 27,650.00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24,500.00

赣州虔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00.00

荆州桑德荆清水务有限公司 5,000.00

不超过20年

鄂州桑德鄂清水务有限公司 5,600.00

大冶桑德清波水务有限公司 4,100.00

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3,800.00

监利桑德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6,000.00

开封浦华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50,000.00

泰州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4,000.00

肇源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5,000.00

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 6,000.00

新野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8,000.00

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 12,000.00

溆浦桑德悦民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

汤阴安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西安桑德泽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6,000.00

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50,000.00

南昌桑德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14,000.00

小计 505,050.00

二、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

施其所需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的借款

1、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申请有效期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需求调整实际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本次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实际借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授信额度总额度内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

抵押等）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该事项将提请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9-038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拟在 2019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39,750万元担保额度，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请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为严控对外担保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河北桑德万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

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铜川启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泰州紫光水业有限

公司、新野桑德水务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本次拟为其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

3、对外累计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39,75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2.8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23.52%。 如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全部实际发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98,594.33万元（含本次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新增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6.95%，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47.52%。

4、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2018年度内可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24,500万元担保额度，预计截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审批后实际发生

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71,139万元，剩余担保额度人民币153,361万元予以核销。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效率，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预计在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939,75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借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

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 具体如下：

担保方 借款人 担保额度（万元） 期限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

不超过5年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 130,000.00

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15,000.00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65,000.00

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12,000.00

江苏桑德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25,000.00

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8,000.00

河北桑德万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

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 12,000.00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 2,000.00

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500.00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5,000.00

河南桑德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30,000.00

内蒙古桑德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海南启迪桑德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

乌海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

咸宁桑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4,000.00

兴平桑迪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乾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旬邑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铜川启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蚌埠致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2,000.00

淄博桑德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4,200.00

永兴清雅环卫有限公司 15,000.00

宜章县桑得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500.00

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1,000.00

道县致雅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6,000.00

茶陵县洁丽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7,000.00

衡山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14,000.00

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浦华控股有限公司 16,000.00

宜昌桑德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7,500.00

不超过20年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 28,500.00

辛集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0,000.00

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8,200.00

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33,000.00

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 27,650.00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24,500.00

赣州虔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00.00

荆州桑德荆清水务有限公司 5,000.00

鄂州桑德鄂清水务有限公司 5,600.00

大冶桑德清波水务有限公司 4,100.00

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3,800.00

监利桑德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6,000.00

开封浦华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50,000.00

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 6,000.00

新野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8,000.00

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 12,000.00

溆浦桑德悦民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

汤阴安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西安桑德泽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6,000.00

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50,000.00

南昌桑德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14,000.00

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泰州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4,000.00

肇源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5,000.00

合计 939,750.00

同时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保 总额的基础上，为上述

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939,750万元担保额度；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

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同时签署与本次贷款担保相关的法律文本；

3、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担保额度内可以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调整对各子公司的实际担

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上

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的任一时点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939,750万元。

公司本次担保总额授权申请事宜已经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

担保事项经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乐山道200号铭海中心2号楼-5、6-606-2

法定代表人：韩永锋

注册资本：10,00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

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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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6年1月20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55,151.99万元，负债总额83,123.3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21,3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05.43万元），净资产72028.7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7,241.78万元，利润

总额4,702.97万元，净利润3,525.58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宇路3号1号楼2305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3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28,519.92万元，负债总额223,618.5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2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3,618.59万元），净资产104,901.3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81,331.72万元，利

润总额-273.02万元，净利润-291.07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被担保人名称：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通州区环宇路3号1号楼5层

法定代表人：李星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0万元

经营范围：饮用水供水服务；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勘察设计；污水治理；经济贸易咨询；技术

咨询、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8年5月22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82,014.87万元，负债总额75,707.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75,707.79万元），净资产106,307.08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915.55万元，利润总额-846.

16万元，净利润-846.16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被担保人名称：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贺跃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38,600万元

经营范围：专用汽车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有效许可证件方可经营）；垃圾压缩站的

基础施工及建设；新能源车充电桩建设；汽车配件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其配件的销售，电动

汽车启动电机、控制器充电桩及其相关配件的销售，纯电动汽车底盘及其相关配件等的销售；机电设备及配套件的

进出口分销（不含国家限制和禁止的货物及技术）、制造、安装；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橡胶制品生产及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农业机械生产与销

售；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风电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技术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再生资源的回收、

处理、经营（不含进口可用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的回收）。（涉及经营许可项目，应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成立日期：2008年1月30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09,901.56万元，负债总额132,516.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6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1,138.86万元），净资产77,385.3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84,119.23万元，利润

总额2,731.12万元，净利润2,761.9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被担保人名称：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乐山道200号铭海中心2号楼-5、6-605-1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环保行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环保设备研发及销售；民用废品回收：环保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属及制品的销售；塑料及制品、

木材、木制品、针纺织品汽车零配件的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仓储；

物流分拨、配货；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倒；新能源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6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65,957.78万元，负债总额116,241.3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35,027.4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6,213.87万元），净资产49,716.41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1,514.25万元，利

润总额-326.30万元，净利润-253.81万元。 被担保人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桑德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沭阳县沭城镇湾河村

法定代表人：章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给排水项目运营及相关产品销售、生活饮用水集中式制水供水、城市给排水工程安装、供水设

备维修。

成立日期：2003年9月5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7,959.56万元，负债总额30,333.2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136.3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8,946.36万元），净资产-2,373.6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771.98万元，利润总额

114.77万元，净利润-991.78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被担保人名称：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温县温泉镇鑫源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4900万元

经营范围：贵金属延压加工；电子电器废弃物的回收、拆解、利用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再生资源的回收、加工、

利用；废旧电瓶、电池回收、拆解、利用；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环保产品的开发、销售，工业设备清洗，环

境污染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电子废料、铜、铅、废渣的综合利用；从事本企业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自由商品房

屋租赁服务。

成立日期：2006年7月7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9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53,567.36万元，负债总额50,680.8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11,695.1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3,985.70万元），净资产2,886.5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5,092.33万元，利润总

额178.70万元，净利润1,182.32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被担保人名称：河北桑德万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河北省永清县工业园区紫荆路二纬道

法定代表人：顾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10003.7765

经营范围：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绿色低碳环保技术、设备的研究、开

发、转让及销售；废旧物品循环综合利用以及派生产品的加工、销售；再生资源的回收、存储与综合循环利用及销

售；工业固体废弃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机电产品、废旧办公设施、旧通讯器材、旧电力设备、废旧市政公用设

施、废旧金属、废线路板、废旧电池、废旧塑料的回收、拆解、处置及综合利用。

成立日期：2011年4月11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75%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8,361.84万元，负债总额23,406.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10,446.2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960.57万元），净资产14,955.0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2,507.96万元，利润

总额3,662.53万元，净利润2,999.74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孝昌县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人民币万元）

经营范围：工业废弃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拆解、处理及综合利用；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

性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及销售等。

成立日期：2012年3月1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4,140.21万元，负债总额29,855.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5,087.5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7,768.22万元），净资产4284.41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8,663.62万元，利润总额

2,494.74万元，净利润2,385.84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被担保人名称：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良乐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拆解、处置（凭许可资质经营），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工业废弃物再生专业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应用，环保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金属制品、橡胶制品、环保设备的加工、制

造、销售，塑料制品、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

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成立日期：2008年4月20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9,441.68万元，负债总额9,688.6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4,814.1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875.34万元），净资产9,753.0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8,250.03万元，利润总额

116.78万元，净利润128.65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被担保人名称：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南通市通州区希望大道9号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5,7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工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技术开发、技术应用；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生产性废旧金属、废纸、废塑料、废玻璃的收购、销售；环保设备、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原料（除

化学危险品）销售及自营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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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0年9月2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8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6,730.39万元，负债总额17,953.2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9,536.0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587.15万元），净资产8,777.1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0,740.35万元，利润总

额1,949.33万元，净利润1,902.84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失信被执行人。

12、被担保人名称：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银盏村泰基工业城13号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17,246.95万元

经营范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印刷线路板、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资源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项目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前置审批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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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日期：2007年07月12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79,397.19万元，负债总额46,638.0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 流动负债总额46,638.02万元）， 净资产32,759.1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3,875.73万元， 利润总额6,

506.19万元，净利润6,699.04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被担保人名称：河南桑德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开封市陇海五路北侧、九大街东侧150米

法定代表人：韩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开发与应用，固体废物回收处理及利用，环卫、环保设备研发及销售，水、气、渣污染治理，

环评咨询服务，废旧电器回收拆解处理，废旧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废旧电池的回收、拆解、处置及综合利用。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6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6,168.53万元，负债总额22,720.1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1,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720.10万元），净资产3,448.4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7,299.56万元，利润总额

21.70万元，净利润24.35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被担保人名称：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科技大厦C座27层A03

法定代表人：李星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38,236.2459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保工程专项承包；环境工程咨询服务；市政公用行业（环境卫生、排水）

主导工艺设计；委托加工生产环保设备；销售自产产品以及安装服务；环保设备、软件、医疗器械的批发；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开工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价、环境科学技术研究。（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2002年9月29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7,585.30万元，负债总额26,772.5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3,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772.56万元），净资产70,812.7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83,898.71万元，利润总额

15,026.59万元，净利润12,718.85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桑德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前进路与中心大街交汇处通辽市二中教学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李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环保产业建设与运营管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物流运输；物联网服

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广告业务；环卫管理技术培训；环卫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与维护；市政公用工

程；河道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车辆租赁；环卫设备销售与租赁；装卸、搬运及垃圾清理服务。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974.86万元，负债总额6,770.0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6,770.09万元），净资产3,204.7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0,195.95万元，利润总额1,777.47万

元，净利润1795.67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6、被担保人名称：海南启迪桑德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利民东路十七巷5号

法定代表人：吴伟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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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一般经营项目自

主经营，特许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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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7年8月8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7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480.34万元，负债总额2244.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44.79万元），净资产1,235.5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6389.49万元，利润总额737.33万元，净

利润737.33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7、被担保人名称：乌海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狮城东街（一通场南门对面综合执法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韦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48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无害处

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4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8,020.73万元，负债总额5,569.4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5,569.43万元），净资产2,451.3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6,737.86万元，利润总额613.86万元，

净利润605.69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8、被担保人名称：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飞马街60号

法定代表人：葛春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维护；城市垃圾清运服务、除雪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环卫智能系统开发；环卫设备销售；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利

用；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搬运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服务。

成立日期：2018年5月3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210.31万元，负债总额1,852.3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1,852.36万元），净资产1,357.9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697.29万元，利润总额857.95万元，

净利润857.95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被担保人名称：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白浦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杨万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包括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

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河道保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及销售）；园

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环卫车辆设备租赁与销售；土壤修复技术；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物

业管理；物流、物联网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报废；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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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8年9月30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8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230.22万元，负债总额1348.0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

元、流动负债总额1348.01万元），净资产882.21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492.42万元，利润总额16.68万元，净利润

12.21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被担保人名称：咸宁桑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咸宁市长江产业园内5栋

法定代表人：晏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和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运输、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市政设施建

设与维护；废旧物资回收（不含进口可用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的回收）；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环卫管理技术培训等。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8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372.29万元，负债总额2,220.6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2,220.69万元），净资产151.6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5,143.06万元，利润总额-658.83万元，

净利润-658.83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1、被担保人名称：兴平桑迪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南环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朱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无害化

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租赁；物流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市政设施

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及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环卫技术管理培训。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703.43万元，负债总额3,582.1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3,582.19万元），净资产121.24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331.33万元，利润总额-103.03万元，

净利润-103.03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2、被担保人名称：乾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工业区十字向东100米

法定代表人：朱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输运；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垃圾无害处

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租赁；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物流；广告发布（不含网

络）；再生资源的回收与利用；市政给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餐饮垃圾收集清运处理。

成立日期：2017年2月8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5,380.51万元，负债总额5,086.2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086.21万元），净资产294.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215.87万元，利润总额-122.97万元，

净利润-122.97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3、被担保人名称：旬邑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城关镇

法定代表人：朱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无害处

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

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及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环卫技术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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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7年8月31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448.49万元，负债总额44.7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元、

流动负债总额44.76万元），净资产403.7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603.02万元，利润总额-133.91万元，净利润-133.

91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4、被担保人名称：铜川启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天宝路街道办210国道泥阳村东砖厂

法定代表人：朱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包括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

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河道保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及销售）；园

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环卫车辆设备租赁及销售；土壤修复技术；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物

业管理；物流、物联网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报废；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

成立日期：2018年9月12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51%股权，其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18.24万元，负债总额85.0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

元、 流动负债总额85.01万元）， 净资产133.2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82.49万元， 利润总额47.22万元， 净利润

47.22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5、被担保人名称：蚌埠致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淮上大道5110号钢构厂房C栋

法定代表人：杨万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清扫、运输、处理；垃圾中转站运营、维护；园林绿化；环卫设备销售；废

旧物资（不含报废汽车、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放射性物质）回收、销售；货物配送；广

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租赁环卫专用设备；汽车租赁（不含9座以上的客车）；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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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日期：2014年8月4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5,735.87万元，负债总额14,615.1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4,615.11万元），净资产1,120.7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0,413.12万元，利润总额375.11

万元，净利润91.21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6、被担保人名称：淄博桑德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法定代表人：张长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卫生管理服务；城乡道路清扫；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无害处理；物业管理；环卫工程、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服务；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环卫设备租赁及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回

收、再利用及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环卫管理技术培训；物流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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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9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015.76万元，负债总额1,486.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1,486.88万元），净资产1,528.88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4,020.76万元，利润总额801.74万元，

净利润810.69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7、被担保人名称：永兴清雅环卫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永兴县便江镇松柏村大岭组

法定代表人：文斌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和处理等城乡环境卫生管理服务；环卫工程和园林绿化工程服务；环卫设备销

售；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普通货物物流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服务；汽车租赁服务。

成立日期：2014年06月16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2,998.69万元，负债总额13,896.6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3,896.64万元），净资产-897.9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612.46万元，利润总额-259.84万

元，净利润-259.84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8、被担保人名称：宜章县桑得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民主东路东昇华城A2栋203-205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环卫、环保产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

政信用业务）、建设、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

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及发布；物流、物联网服

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智能建设、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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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0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88.13%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1,719.21万元，负债总额6,962.3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6,962.32万元），净资产4,756.89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613.12万元，利润总额-525.78万元，

净利润-525.78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9、被担保人名称：新邵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新邵县酿溪镇柏树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环卫工程；城市垃圾分类咨询服务；物业服务；园林绿化；

环卫设备销售；智能环卫管理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物流、广告；再生资源回收及利用。

成立日期：2015年8月17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8,222.57万元，负债总额7,377.5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7,377.57万元），净资产845.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460.00万元，净利润345.00

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0、被担保人名称：道县致雅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永州市道县道州南路216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

经营范围：已自有资金进行环卫、环保产业投资、建设、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

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广告设计及发布；物流、物联网服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租赁；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

市政设施智能建设、维护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30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9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8,923.24万元，负债总额13,954.1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3,954.19万元），净资产4,969.0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906.00万元，利润总额591.17万

元，净利润591.17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1、被担保人名称：茶陵县洁丽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城关镇交通街原农机公司四楼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无害处

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物流；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回收与利

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环卫管理技术培训；环卫设备销售;环卫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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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4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362.59万元，负债总额8,862.5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862.59万元），净资产5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保人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2、被担保人名称：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祁阳县浯溪街道办事处沿江路139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6,433.16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

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河道保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及销售；园林绿化

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环卫车辆、设备租赁与销售；土壤修复技术；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物业管

理；物流、物联网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

处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验活动）

成立日期：2018年9月12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9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7,780.24万元，负债总额7,720.2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720.24万元），净资产60.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保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3、被担保人名称：衡山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环溪村01栋101至301室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2,888.27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及发布；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

厕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物流、物联网服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

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

成立日期：2018年2月6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9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960.31万元，负债总额1,398.8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1,398.89万元），净资产1,561.4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448.52万元，利润总额-21.58万元，净

利润-21.58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4、被担保人名称：浦华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中关村东路1号院8号楼科技大厦C26-A09室

法定代表人：李星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投资管理；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成立日期：2004年7月15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2,485.30万元，负债总额22,051.1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051.10万元），净资产104,341.2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2,658.45万元，利润总额

1,680.04万元，净利润1,411.57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5、被担保人名称：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重庆市开州区渠口镇渠口村1组

法定代表人：赵双全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污泥焚烧发电；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相关业务；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场地租赁；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垃圾车租赁及销售；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处置相关设备租赁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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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6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9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46,806.03万元，负债总额34,850.8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12,1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2,750.87万元），净资产11,955.1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4,495.73万元，利润总额

-44.84万元，净利润-44.84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6、被担保人名称：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法定代表人：毛玉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筹建）或生活垃圾焚烧；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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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1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0,971.26万元，负债总额20,471.2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0,471.26万元），净资产5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保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7、被担保人名称：辛集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河北辛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安大道东侧、海河大街北侧

法定代表人：郭启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27,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发电、热电联产项目；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石膏、灰渣销售；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和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8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52,705.65万元，负债总额25,705.6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5,705.65万元），净资产27,0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

保人辛集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8、被担保人名称：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洪湖市乌林镇李桥村

法定代表人：刘之虎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发电、供热；生活垃圾收集；污泥焚烧处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成立日期：2013年9月11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9,471.75万元，负债总额11,471.7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1,471.75万元），净资产8,0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

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9、被担保人名称：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民主路北段西苑综合楼02-06号

法定代表人：刘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及施工管理、环保设施的管理与设备销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再生资源合

理利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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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6年6月9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2,747.03万元，负债总额31,363.8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9,463.86万元），净资产1,383.1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218.31万元，利润总额226.80万

元，净利润226.8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0、被担保人名称：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海州管理区北关街大兴委环城东路78栋15号

法定代表人：房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污

泥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验活动）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3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9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5,387.07万元，负债总额14,887.0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4,887.07万元），净资产5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保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1、被担保人名称：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白城市锦绣华府42-1号

法定代表人：房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污

泥处理。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3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6,143.79万元，负债总额25,643.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5,643.79万元），净资产5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保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2、被担保人名称：赣州虔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章贡区八一四大道89号沙河垃圾填埋场管理中心大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李召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

经营范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餐厨废弃物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市政基础设施的建

设、运营、维护、技术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2016年3月28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0,278.59万元，负债总额6,778.5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6,778.59万元），净资产3,500.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被担

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3、被担保人名称：荆州桑德荆清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城南开发区荆李路153号

法定代表人：肖建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

成立日期：2008年3月31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2,753.05万元，负债总额2,337.7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900.27万元），净资产10,415.28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938.32万元，利润总额793.76万

元，净利润593.9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4、被担保人名称：鄂州桑德鄂清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鄂州市鄂城区新庙镇茅草村鄂燕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李国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5,8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9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4,178.32万元，负债总额7,246.7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7,246.78万元），净资产6,931.54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969.51万元，利润总额463.72万

元，净利润346.25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5、被担保人名称：大冶桑德清波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北省大冶市106国道大冶湖大桥南岸东侧

法定代表人：韩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1,9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15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6,290.46万元，负债总额4,259.4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859.42万元），净资产2,031.04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017.66万元，利润总额196.62

万元，净利润147.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6、被担保人名称：老河口桑德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老河口市陈埠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845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相关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1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7,680.33万元，负债总额5,8996.9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1,16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736.92万元），净资产1,783.4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442.65万元，利润总额-53.

74万元，净利润-54.21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7、被担保人名称：监利桑德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监利县容城镇三闾村

法定代表人：杨文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3,441.331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6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2,157.75万元，负债总额7,019.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6,019.52万元），净资产5,138.2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729.22万元，利润总额283.23万元，

净利润248.32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8、被担保人名称：开封浦华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开封市陵园路（东区污水处理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吕建发

注册资本：人民币14,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技术服务；污水综合处理。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2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5,201.04万元，负债总额12,766.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8,53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71.73万元），净资产22,434.1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9,274.15万元，利润总额3,

390.89万元，净利润2,539.98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9、被担保人名称：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讷河市城南外环路道北

法定代表人：方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市政工程建设、运营；园林绿化工程建设、运营；河道整治；自来水生产和供

应；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2015上12月21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1691.97万元，负债总额7276.5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

元、流动负债总额5498.26万元），净资产4,415.38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736.82万元，利润总额15.29万元，净利润

15.29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0、被担保人名称：新野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新野县纺织路西段2号

法定代表人：金述宝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饮用水集中式制水、供水、售水；给排水运营；给排水配套项目开发、建设、维护；给排水管材管

件、设备、计量水表销售；给排水管道及设备安装；水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2017年1月4日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80%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677.97万元，负债总额4,246.7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流动负债总额4,246.72万元），净资产-568.7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517.10万元，利润总额-893.55万元，净

利润-893.55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1、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启盛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园路168号电信大楼9-106-2

法定代表人：向前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项目修建、运营及污水的再生利用（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河道整治；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2017年5月15日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担保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0,759.91万元，负债总额10,259.9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0,259.91万元），净资产50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被担保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2、被担保人名称：溆浦桑德悦民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卢峰镇朝阳街48号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废旧物资回收；环

卫设备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运；再生资源回收；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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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6年2月29日

(上接B164版)

(下转B16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