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461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29 

债券代码：110077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对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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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 

2021年度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

向银行申请不超过570,55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贷

款提供不超过290,550万元的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温州弘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温州宏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绿源光伏有限公司 

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 

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赣江新区洪城德源环保有限公司 

丰城市洪投环保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2021 年度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 2021年授信计划 280,000万元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及对外项目投

资。 

2．公司拟为下列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180,000万元整，主要用

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及补充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公司拟对以上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2）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授信计划 2,300 万元，主要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温州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1,500万元，主要用于补

充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4）温州弘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8,000万元，主要用于技

术改造工程项目。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温州宏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800万元，主要用于补充

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6）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16,000 万元，主要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及开具建设期保函。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 

（7）江西绿源光伏有限公司 2021年授信计划 2,450万元，主要用于光伏电

站建设项目建设。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8）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46,500 万元，主要用于营口

市城市污水处理 PPP 项目贷款及开具运营期保函。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9）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授信计划 9,000 万元，主要

用于盖州市双台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建设及开具运营期保函。公司

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0）赣江新区洪城德源环保有限公司 2021 年授信计划 8,000 万元，主要

用于赣江新区临空组团樵舍污水处理厂建设 PPP项目贷款。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11）丰城市洪投环保有限公司 2021年授信计划 16,000万元，主要用于丰

城市老城区污水处理厂迁移及扩建工程项目贷款。公司拟对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本次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90,55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将

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根据上述子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业务发展需

要，为确保各子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提高运营效率，公

司预计在 2020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发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以下情形的 ,适用本次审议程序：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以及担保额度范围内发生特定情形的议案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事

项授权期限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上述 2021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计划提供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全资

子公司之间（含授权期内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合并报

表范围外的公司除外）可分别按照实际情况互相调剂使用。如本担保事项获得通

过后，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本担保额度继续有效，在授权期内，

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在上述总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与各银行办理授信



和抵押、质押、担保等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会议，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

议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名帅 

成立日期：2009 年 10月 14日 

注册资本：280,18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86,152.45 万元，净资产 329,858.26 万

元，2020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29,306.22万元, 资产负债率 58.04%。 

（2）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建庆 

成立日期：2007 年 5月 23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安装，技术咨询、软件应用服务，

给排水工程设计、安装、技术咨询及培训，水质检测，信息技术服务。（上述项

目中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567.27 万元，净资产 2,879.38 万元，

2020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529.27万元,资产负债率 83.61%。 

（3）温州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樊勇 

成立日期：2008年6月24日 

注册资本：3,1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及技术咨询服务；水处理技术、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12610793-c956027393


产品的研发及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凭资质经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381.90 万元，净资产 5,367.30 万元，

2020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668.23万元, 资产负债率 48.30%。 

（4）温州弘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樊勇 

成立日期：2011年6月10日 

注册资本：1,86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及技术咨询服务，水处理技术

及产品的研发（凭资质经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483.60 万元，净资产 2,556.06 万元，

2020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287.29万元, 资产负债率 42.99%。 

（5）温州宏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樊勇 

成立日期：2012年6月11日 

注册资本：2,04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及技术咨询服务，水处理技术

及产品的研发（凭资质经营）。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7，106.60 万元，净资产 776.07 万元，2020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736.22万元, 资产负债率 89.08%。 

（6）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敏 

成立日期：1993 年 7月 16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给水、排水工程勘查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给水设备

工艺安装；空气管道及设备安装、管网安装、水表安装、给排水工程安装；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照明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环



保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钢结构工程、水利工程、消防设施工程、

公路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体育场馆设施工程、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劳务分包（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01,491.56万元，所有者权益32,465.75万元，

营业收入234,698.99万元，净利润6,771.55万元，资产负债率83.89%。 

（7）江西绿源光伏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车博之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2907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

伏发电设备的销售；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供电、售电。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314.05万元，所有者权益2,840.84万元，营

业收入554.31万元，净利润-103.85万元，资产负债率55.01%。 

（8）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方俊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4日 

注册资本：20,4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运营及技术服务咨询；城市污水收集

处理（污染物减排）；再生水利用及污水处理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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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及水

处理技术的研发（凭资质经营）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68,763.26 万元，净资产 21,829.22 万元，

2020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557.96万元, 资产负债率 68.25%。 

（9）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方俊 

成立日期：2019年07月30日 



注册资本： 33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建设、运营；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污

水处理。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989.60万元，所有者权益3,264.29万元，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9.26万元，资产负债率70.30%。 

（10）赣江新区洪城德源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刚 

成立日期：2019年03月12日 

注册资本：1,616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的建设、运营及技术服务咨询；城市污水收集处理（污

染物减排）；再生水利用；污水处理工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615.43万元，所有者权益1,622.51万元，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88万元，资产负债率37.96%。 

（11）丰城市洪投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毅强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8日 

注册资本：6,951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整治服务（除

许可服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项目） 

该公司为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2020年新设控股子公司，尚未有相关财

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涉及担保的母公司、

所属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331,468.33万元，占公

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0.99%,均为对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对全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40,551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90,917.33万

元，以上担保均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利用上市公司内部的优质

信用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十分必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信和经营状况良好，偿还

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2021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

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同意通过该议

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