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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解质及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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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公告日，亿利集团持有公司 135,245.69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37.98%，累计质押 134,94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9.77%；亿利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134,940 万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8.51%，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8%。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收到控股

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

部分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及

质押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21,94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2% 

解质时间 2022/4/8 

持股数量 1,352,456,907 

持股比例 37.9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327,46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8.1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28% 

二、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亿利

集团 
是 2,194 否 否 2022/4/8  

三峡鄂尔多

斯市能源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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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亿利集团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用途系为经营业务提供担

保，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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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 

集团 
135,245.69 37.98 132,746 134,940 99.77 37.90 0 13,512.14 0 0 

聚赢

30 号 
1,734.73  0.49          

合计 136,980.42 38.47 132,746 134,940 98.51 37.90 0 13,512.14 0 0 

注：“聚赢 30 号”全称“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赢 30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三、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公告日，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58,24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42.52%，占公司总股本的 16.36%，对应融资余额

23.37 亿元；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将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数量为 77,74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56.75%，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3%，对

应融资余额 32.19 亿元。 

亿利集团所持公司股票质押业务主要为企业融资借款提供增信担保，其质押



融资的还款来源为营业收入、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亿利集团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二）截止公告日，亿利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是亿利集团将所持的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后再次质押，未形成新

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产生

重大影响。不影响本公司治理及正常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四）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质押融资具体用途系为企业经营业务提供担保，未用于融资类质押担保，

不存在被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五）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 亿利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26 日 

注册资本：122,000 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 30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彪 

经营范围：投资与科技开发；生态建设与旅游开发；物流；矿产资源研发利

用；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经营矿产资源和煤炭的

进出口业务；经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石油

沥青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燃料油、沥青、电线

电缆、纸浆、百货、针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化肥、电器机械及器材、矿产品销售；粮

食及农副产品的购进与销售；纸品贸易；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片剂、硬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的生产、保健食品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甘草、麻黄草等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 

2. 亿利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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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58  650.53 118.44  464.33  435.05  243.67 2.29  20.10 

最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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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80 580.83  87.79 399.17 433.97 143.01 0.50 12.71 

3. 亿利集团偿债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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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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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 59.92% 0.91 0.71 341.49 无 无 无 

最近一期 57.24% 0.96 0.73 293.35 无 无 无 

备注：最近一年数据为 2020 年经审计数据；最近一期数据为 2021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数据。 

4. 到期债务及发行债券情况： 

    截止目前，亿利集团（合并报表口径）半年内到期债务 48.05 亿元，一年内

到期债务 135.02 亿元。其中，已发行债券余额 29.28 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

债券金额 0 亿元。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5. 亿利集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 偿债能力分析 

亿利集团债务偿付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经营性的资金流入、资产变现的现金

流入、已有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使用及新增的融资性来源等。从目前财务状况上

看，现金比率指标相对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其承担国家重要地域荒漠化修复工程，

投入较大，周期较长。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各地政府对

生态支持力度加大，工程项目将逐步进入回收期，经营能力逐渐向好，现金流入

量也将逐渐改善。此外，亿利集团可利用的银行及其他金额机构授信额度为

293.35 亿元人民币，可利用融资渠道及授信较多。 



目前，亿利集团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增长，长期与国内主要银

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六） 最近一年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序号 事项 交易情况 

1 
担保 

事项 

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亿利财务公司开展的以公

司为承兑人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为 8 亿元（含），保证

期限为三年。（公告编号：2020-003）。 

2 
金融服

务 

公司与亿利财务公司拟继续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并在该等协议框架下接受亿利财

务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该事项经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21-047）。 

3 
日常关

联交易 

公司拟与亿利集团旗下亿嘉环境、水务公司、生态科技、富水化工根据日常经营需要

开展业务。本事项经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告编号：2021-057） 

   除上述交易外，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无非经营性往来（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亿利集团目前已存在高比例股份质押。形成的具体原因为民营企业向金融机

构、非金融机构融资时需提供多种方式进行增信担保，股票质押是增信担保品之

一。目前公司及亿利集团经营、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平仓风险，同时其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追加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未来亿利集团将

持续提升经营质量和企业实力，合理控制质押比例，更好地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使企业步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