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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2022-086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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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中泰启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

泰”）、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华兴”） 

 被反担保人名称：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成融担

保”）、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成小融资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

司四川中泰拟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泉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

银行金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为一

年，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

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委托成融担保为前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为成融担保提

供的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公司全资孙公司四川中泰、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拟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江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温江支行”）共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 万

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为一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委托成

小融资担保为前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

元，公司为成小融资担保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反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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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反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中晟华兴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

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及反担保情况概述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04 月 25 日

和 05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向控股子公司

及孙公司、参股公司提供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9.20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对

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对全资孙公司四川中泰的

但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域拟与成都农商银行金泉支行签订《保证合

同》，为四川中泰向成都农商银行金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的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期限为 1 年，保证期间为 3 年；公司拟与成都

银行温江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孙公司四川中泰、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

向成都银行温江支行分别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500 万、7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期限为 1 年，保证期间为 3 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四川中泰、中晟华兴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 0 元 。

公司对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2年09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中泰拟向成都农

商银行金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为一年，

并委托成融担保为前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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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融担保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500万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反担保

期间自成融担保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起三年；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全资

孙公司四川中泰拟分别向成都银行温江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500万的

流动资金贷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为一年，

并委托成小融资担保为前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为成小融资担保提供的

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反担保期间自成小融资

担保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被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中泰启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康家堰路一段888号3栋2单元3层9

号 

法定代表人：陈庆辉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筑

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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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招

投标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科目 
金额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不适用 34,109,611.69 

负债总额 不适用 29,320,828.36 

资产净额 不适用 4,788,783.33 

 2021 年 01-12 月 2022 年 01-0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不适用 10,788,9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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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不适用 188,783.33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2、被担保人名称：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 E 区 7 栋 B 座 

法定代表人：尹燕华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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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

设计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对外承包工程；土地整治服务；生物有机肥料研

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灌溉服务；农业

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机械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

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科目 
金额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2,016,605.93 787,170,207.36 

负债总额 502,453,746.81 647,554,054.50 

资产净额 139,562,859.12 139,616,152.86 

 2021 年 01-12 月 2022 年 01-0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1,911,567.06 154,571,143.11 

净利润 30,401,318.62 53,293.7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被反担保人基本信息 

1、被反担保人名称：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 48 号四川物资大厦 4 栋 2 层自编

2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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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简 

经营范围：经营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

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非融资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账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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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被反担保人名称：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5、16 楼 

法定代表人： 张栩 

经营范围： 借款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等融资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工程

履约担保、投标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委托贷款业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与

担保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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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担保及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四川中泰融资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域为四川中泰融资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成都农商银行金泉支行 

保证人：上海天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本金） 

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

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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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

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2、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晟华兴为四川中泰融资提供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本金） 

反担保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自甲方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反担保保证范围：（1）甲方代偿金额和自代偿之日起的相应利息，利率按

代偿当月公布的一年期 LPR 的 2 倍为固定利率计算，利率后续不随 LPR 调整而

调整；（2）甲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案件调查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证费等及损失；（3）甲方因向乙方追偿而产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案件调查费、公告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等）及其他费用；（4）甲方与债务人签署的《委托担

保协议》约定的担保费、违约金;（5）甲方的其他损失。 

（二）为四川中泰、中晟华兴融资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四川中泰、中晟华兴融资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 万元（本金） 

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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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兑汇票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

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

项。 

2、公司为四川中泰、中晟华兴融资提供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甲方）：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反担保人（乙方）：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丙方）：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四川中泰启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本金） 

反担保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自甲方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反担保保证范围：甲方依据主合同和/或保证合同代为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 

抵押权人（甲方）：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乙方）：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丙方）：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抵押物：公司以其所有的成都青羊区腾飞大道 51 号的不动产 

最高额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本金） 

反担保保证期间：抵押权的存续期限至甲方对乙、丙方的追偿权诉讼时效届

满之日止。 

抵押反担保范围：甲方依据主合同和/或保证合同代为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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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

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反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中晟华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川中泰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本次反担保事项是基于两家企业日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经营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公司对外

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对子公司及孙公司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为人

民币 742,142,229.48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34%，其中，对全资

子公司及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050,000.00 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孙

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05,092,229.48 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余

额为人民币 9,8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69%。公司无逾

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9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