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2020-121 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战略投资人支持函及第五次公司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纪要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翔环境”或“上市公
司”）近日收到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商投”）与
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道博文”）分别出具的《关于参
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的函》（以下简称“支持函”），四川商投、
嘉道博文拟联合作为战略投资人参与公司司法重整。同时，公司收到天翔环境
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出具的《第五次天翔环境公司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纪要》。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收到支持函的情况
（一）支持函的主要内容
鉴于天翔环境目前深陷债务危机、经营困难，拟通过司法重整恢复上市公
司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四川商投、嘉道博文拟以战略投资人身份，在法制
化、市场化的原则下，参与天翔环境的司法重整工作。
若天翔环境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四川商投与嘉道博
文愿意在重整管理人的主导下，联合以 7-13 亿元“现金及/或资产”注入天翔
环境，与天翔环境债权人共同协助天翔环境在司法重整程序中彻底解决关联方
资金占用问题。
（二）拟参与公司司法重整的战略投资人主要情况介绍
1、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6 月 25 日，目前持有四
川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5100002018168664 的《营业执照》，住所地为成都市文武路 42 号；法定代表
人为代平；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人民币；营业期限至无固定期限；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批发与零售业；农业；畜牧业；农、
林、牧、渔服务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药品生
产，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限分支机构经营）；
进出口业；建筑业；道路运输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仓储业；住宿和餐
饮业；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机动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及清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业；娱乐业；旅行
社和相关服务；拍卖；供应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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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商投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计

出资方式
股权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000,000

100%

1,000,000

100%

四川商投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省属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是四川首
家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省属唯一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产业投资平台，
2018 年列入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四川省大企业大集团 100 强
培育名单第 40 位。
四川商投注册资本 100 亿，下辖 16 个二级子集团，108 个子公司，拥有
四川粮油、四川中医药大健康、四川物流、四川外贸、四川商建、四川烹饪、
川商食品、川酒连锁、老厨房、三餐福等系列企业及产品品牌。主要业务聚焦
民生服务，涵盖放心食品、医药健康、现代物流、现代工贸、城乡配套建设、
产业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重点投向新经济、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四川特色
资源等领域，分支机构、生产和经营网点覆盖省内主要市州。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四川商投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目前持有成都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0MA6C79UY05 的《营业执照》，住所地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 1 栋 20 层 06-09 号；法定代表人为龚传军；注册资
本为 38,050 万人民币；营业期限至无固定期限；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开发、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环保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环保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
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水产养殖；销售、种植：水果、蔬菜、花
卉苗木、农作物；种植中药材（不含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销售：农业机械、
肥料、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农副产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网上贸易代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再生物
资回收（不含危险废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不得在三环以内设点经营）；销售：
药品（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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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道博文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万兵
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合计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出资额（万元）
500

持股比例
1.3141%

37,550

98.6859%

38,050

100.0000%

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1
2

合伙人名称
陈春梅
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出资方式
--

出资额（万元）
799,700

出资比例
99.9625%

300

0.0375%

800,000

100.0000%

--

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陈春梅
龚传军
合计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出资额（万元）
1,300
200
1,500

持股比例
86.6667%
13.3333%
100.0000%

嘉道博文包括生物环境与生态农业两大板块，环境板块主要承接环境项目
建设、废弃物资源化处置、环卫一体化建设等相关业务；生态农业板块主营土
壤改良、供给侧——共建基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县域

畜禽粪便治理等业务。
嘉道博文利用微生物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致力于城市餐厨、厨余废弃物和
废弃油脂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循环利用，并利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复合菌开发环
境友好型生物腐植酸肥料，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生物环保和现代农业产业综
合服务企业。开创了“从餐桌到田头、从良田到良品、从资源走向价值”的优
质农产品产业链条，为优质农产品供应链提供技术、标准、品牌等综合服务。
嘉道博文先后取得 42 个技术专利，其中在固废资源化领域获得中国专利金
奖，同时嘉道博文也是获得国家农田应用许可的餐厨废弃物处理企业。
嘉道博文利用企业积累的生物发酵技术、设备设计运营能力，先后在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南京、浙江、重庆等地建设餐厨废弃物规模化
处理厂 15 座，年处理餐厨、厨余和废弃油脂达到 56.21 万吨，年产 20 万吨生
物腐植酸产品。
2014 年，嘉道博文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9 年，嘉道博文与成都
市、蒲江县合作开展城乡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和耕地质量提升项目，荣获第四
届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城市奖。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嘉道博文的大股东为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
为龚虹嘉、陈春梅夫妇。
二、收到《第五次天翔环境公司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纪要》的情况
2018 年 8 月 3 日，在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成都金融
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银监局”）的指
导下，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银行”）在其总行
19 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了天翔环境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成都分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
下简称“贵阳银行成都分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等银行机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银行机构一
致同意组建天翔环境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会

议审议讨论并通过了《天翔环境公司银行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同意由
成都农商银行作为债委会主任单位，并选举贵阳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副主任委员
单位。
2020 年 7 月 30 日，成都农商银行应天翔环境债委会成员单位要求向天翔
环境债委会成员单位发出《关于召开第五次天翔环境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的函》，
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15:30；通过“腾讯会议”平台
召开，其中成都农商银行、贵阳银行成都分行、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华夏银行
成都分行、哈尔滨银行成都分行、雅安商业银行、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
门农商银行）、坤盛融资租赁、中泰创盈、国兴金融租赁、江苏金融租赁、诚正
小额贷、金海峡融资租赁、宋城实业、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汉富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芜湖长嘉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广东融捷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债权机构参加了本次债委会会
议，此外，还邀请了四川银保监局、成都金融局、青白江区国资金融局、青白
江区经信局相关领导参会指导。
天翔环境第五次债委会对“天翔环境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金融机构债权人
愿意与战略投资人将共同解决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会后
书面表决方式投票进行表决。
根据《天翔环境第五次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纪要》（以下简称债委会纪要），
天翔环境债委会表决通过了议题并形成决议如下：
天翔环境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审计，天翔环境控股股
东对天翔环境合计存在人民币 243,101.71 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2018
年 12 月 26 日，天翔环境债权人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重整申请。截至
目前债权人已与天翔环境签署协议债务抵减大股东资金占用 95,158.94 万元，
鉴于时间紧迫，为实质性推进天翔环境进入司法重整进程，满足对于切实可行
解决控股股东对天翔环境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天翔环境金融机构债权人委
员会决议通过：在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在重整管理人主导下，在战略投
资人以市场化原则参与公司重整的情况下，债权人承诺与战略投资人共同解决
大股东资金占用，以确保在重整程序中完全解决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
根据债委会纪要及表决票，参与天翔环境第五次债委会会议但弃权或者表

决附条件而导致废票的3家，它们分别是：哈尔滨银行成都分行、贵阳银行成都
分行、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表决同意“天翔环境进入司法重整程
序后金融机构债权人愿意与战略投资人将共同解决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这一议
题的共计16家，占债委会成员家数的84.21%，占天翔环境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
人家数的56.67%；代表的债权金额合计3,154,060,315.49元，占债委会成员代
表的债权总金额的93.41%，占天翔环境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债权总金额的
70.99%。上述事项表决符合“债委会表决规则”规定：债委会重大事项的表决
原则上应当同时符合经占债委会金融债权总金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比例债委会成
员同意、经全体债委会成员过半数同意。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只有尽快进入司法重整程序，通过引入产业战略投资者完成控股
权转让，并用一揽子方案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才能化解公司的债务风
险，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避免退市风险及破产清算。而进入司法重整程序的
主要障碍就是如何切实可行的解决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公司目前推进控股股
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回收工作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收到债权人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债
权债务重组协议》共十六份，在公司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的条件下，
债权人豁免或减免对公司的债权累计 95,158.94 万元将用于代替大股东偿还其
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2、战略投资人四川商投与嘉道博文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分别向天翔环境
出具了支持函：若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进入司法重整程序，愿意以合计
7-13 亿“现金及/或资产”注入天翔环境，与天翔环境债权人共同协助天翔环
境在司法重整程序中彻底解决关联方占用资金问题；
3、公司金融债权人已召开第五次天翔环境公司金融机构债权人会议，会议
达成决议：在天翔环境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在重整管理人主导下，在战
略投资人以市场化原则参与公司重整的情况下，债权人承诺与战略投资人共同
解决大股东资金占用，以确保在重整程序中完全解决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
上述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综合方案，使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能够得
到切实可行的解决。

自公司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公司及管理层在各级政府、监管机构、债权人、
战略投资人、合作伙伴及各位股东的关心与支持下努力开展自救，为解决资金
占用问题已竭尽所能做了最大努力。公司目前仍在积极推进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若公司在2020年10月31日前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在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彻底解
决的情况下，公司有信心尽快完成司法重整、恢复经营生产、恢复公司盈利能
力，使公司重回正轨。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四川商投、嘉道博文以战略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公司司法重整程序是以公
司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前提条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裁定公司进入司法重整程序的法律文书，公司能否进入司法
重整程序仍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仍存在无法进入司法重整程序或进入司法重
整程序因重整失败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2、公司股票目前处于暂停上市期间，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或因公司无法满足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相关恢复上市的
条件，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详见公司自 2020 年 5 月 9 日起每月前五个交易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股票暂停上市公告》、《关于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
况暨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分
别出具的《关于参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的函》；
2、天翔环境公司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出具的《第五次天翔环境公司金融
机构债权人会议纪要》。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