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公告编号：（2020）099号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的项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保证公司业务
顺利进行，提高决策效率，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拟在上述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其他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上限为 16.49 亿元。累计担保额度未超过上述总额度的担
保协议有效，具体担保期限以签订合同约定为准。在以上额度内发
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其委托授权人具体负
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并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上述公司间
的担保额度，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授权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尚需提
交至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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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人

股东名称

公司
1

2

3

乌兰察布景泰生
态环境治理有限
公司

内蒙古盛乐奥体
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

内蒙古撷英绿化
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日期

住所

主营业务

担保总额
(万元）

担保期限

201712-25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集宁区工农大街
57 号神宇国际商住小
区 B4 号楼 3 单元
1305 室

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保护及技术的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城镇化建设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勘察、规划、设计的投资运营管理;旅游开
发建设运营;传媒、演艺、广告、营销策划、品
牌推广投资运营管理;污水处理工程、公共交通
工程、供水供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环境保护
工程、水利工程和其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筑
装饰材料、建筑机械、建筑设备批发零售;牧
草、粮食、牛羊及其他农畜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30,000.00

担保期限根据具
体合同另行约定

201904-17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
镇新华街北力源住宅
小区 2#楼六单元一层
西户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园林绿化
工程及相关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管理运营;旅游开发建设
运营、营销策划、品牌推广的运营管理;公园和
旅游景区管理;体育组织;体育馆经营;休闲健身
活动;会议及展览、大型活动组织服务;住宿、餐
饮(凭许可经营)。

14,900.00

担保期限根据具
体合同另行约定

201906-25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海拉尔区远津风
景 F 区 S1-0-13

园林绿化;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项目的建设投
资、养护、运营管理;建设运营;公园和旅游景区
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林木、苗
木、花卉、中草药种植及销售(不包含野生);通
讯设施运营;(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21,400.00

担保期限根据具
体合同另行约定

84.00
3000.00

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6.00

公司

75.00
3725.90

内蒙古盛乐文化
产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25.00

公司

90.00

海拉尔区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开发
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法定代
表人

5352.75

刘若冰

贾辰雁

黄楚婷

10.00

2

公司
4

5

6

霍林郭勒市绿源
盛景绿化投资有
限公司

201908-20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霍林郭勒市珠区宝街
滨河路东桥北二楼区
004-09-143 号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园林绿化工程及相关技术
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园林绿化管理、市政工
程、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处理工程;旅游开发建
设运营;媒体、演艺、广告、营销策划、品牌推
广的投资运营管理以及牧草、粮食、牛羊及其农
畜产品的进出口的业务投资运营管理。

11,800.00

担保期限根据具
体合同另行约定

201707-28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海勃湾区 110 国道乌
海市通顺建化加气站
服务楼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保护及相关技术的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乡土植物(节水、抗旱、耐寒
植物)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羊草、冰
草、苜蓿等牧草、生态种子生产;牧草种子批发
零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养护、管理

66,800.00

担保期限根据具
体合同另行约定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
新城管委会总部经济
园 5 号楼 9 层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园林古建筑工程施工；公路
工程施工；草坪、花木盆景、园林机械的销售；
园林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生态环境的修复、治
理、保护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节水、抗旱、耐寒植物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园林绿
化综合性养护管理；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
景、草坪的培育、生产、销售及园林绿化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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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担保期限根据具
体合同另行约定

89.86
2958.97

霍林郭勒市城市
投资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10.14

公司

80.00

内蒙古绿兴生态
环境有限公司

26125.00
乌海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00

公司

51.00

张文宁

23.00

陕西秦草生态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18.00

张建军

8.00

王瑞贤

范君业
2000.00

范君业

张瑞林

200309-17

注：1、具体担保金额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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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为乌兰察布景泰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内蒙古盛乐奥体园林建
设有限公司、内蒙古撷英绿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霍林郭勒市绿源盛景绿化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绿兴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截至目前，担保尚未发生，且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已经届满，故本次会议拟重新审议上述公司的担保事项。

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单位：元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乌兰察布景泰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93,269,794.19

79,317,062.91

113,952,731.28

——

-209,397.29

-144,206.39

乌兰察布景泰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190,539,363.05

78,632,029.47

111,907,333.58

——

-2,727,196.94

-2,045,397.70

内蒙古盛乐奥体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

47,320,587.74

40,256,977.58

7,063,610.16

——

-48,180.45

-36,389.84

内蒙古盛乐奥体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56,516,071.90

47,163,468.83

9,352,603.07

——

-167,742.78

-125,807.09

内蒙古撷英绿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5,717,624.25

86,226,167.50

9,491,456.75

——

-11,391.00

-8,543.25

287,529,395.67

234,119,089.65

53,410,306.02

——

-143,934.31

-107,950.73

霍林郭勒市绿源盛景绿化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

14,845,487.89

13,646,969.17

1,198,518.72

——

-1,975.04

-1,481.28

霍林郭勒市绿源盛景绿化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59,792,748.57

48,436,453.93

11,356,294.64

——

-56,298.77

-42,224.08

内蒙古撷英绿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内蒙古绿兴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2019 年

702,198,524.08

内蒙古绿兴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725,926,354.59

陕西秦草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陕西秦草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281,454,666.19

39,532.21

-1,117,318.54

-700,513.98

457,097,118.18

268,829,236.41

15,810,733.71

-18,201,224.92

-13,625,429.78

63,706,436.65

49,225,570.02

14,480,866.63

33,831,868.49

3,848,636.92

4,185,012.38

106,232,570.65

87,309,597.25

18,922,973.40

64,260,639.12

4,569,923.83

4,363,885.14

420,743,8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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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上述公司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
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公司向上述被担保公司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以及其他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同时，
公司可通过项目公司作为具体担保合同的担保主体，每笔担保金额
及期限根据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
担保事项，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提供担保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
展需要。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的项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满
足上述公司的业务开展，保证公司业务顺利进行，提高决策效率，
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意上述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及其他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16.49 亿
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为公
司控股的项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为项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
保是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建设，属于其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
用的需要，本次担保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且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6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担保
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6.49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37.01%。截至 10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
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34,169.46 万元（本次担保尚未发
生，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 20.65%和 74.99%，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1,030.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2.48%，无逾期担保。
七、其他说明
公司享有上述项目公司未来 PPP 项目建设产生的收益，上述公
司其他股东及政府方股东不享有项目公司 PPP 项目建设的收益，固
未对上述公司的项目贷款提供相应担保。上述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故项目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陕西秦草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
保或反担保。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是公平、合
理的。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