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2021-063 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暨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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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公司进入重整执行阶段，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
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若
重整计划不能执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4.1条第（二
十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协议签署的背景情况
1、2018年12月26日，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
翔环境”）收到债权人成都市嘉豪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嘉豪物资”）的《重
整申请通知书》，嘉豪物资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以上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码：2018-168号）。
2020年12月14日和2020年12月25日，公司分别收到法院送达的（2020）川01
破申105号《民事裁定书》和（2020）川01破25号《决定书》，法院根据嘉豪物
资的申请，裁定受理天翔环境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为天翔环境管理人。以上内容详见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
重整暨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收到决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码：2020-164号、公告编码：2020-170号）。

2020年12月31日，法院发出（2020）川01破25号《公告》，就债权申报及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事宜做出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
码：2021-001号）。
2021年1月25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20）川01破25号《决定书》，法
院准许公司在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公司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9）。
2、天翔环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3月8日10时00分起采取网络会议方
式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召开，公司将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审议、表决。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规则，本次表决实际持续至2021年3月19日22：00。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
《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情况详见2021年3月24日管理人及公司分别披
露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
〔2012〕261号)第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
《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已获出资人组会议通过。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3、天翔环境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于2021年3月22日15时00分通过现场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在天翔环境会议室顺利召开，
成都中院主审法官及书记员、重整管理人、部分股东或代表、天翔环境董监高、
见证律师等出席了现场会议。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并于当天在巨潮资讯网予以披露。
4、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作出了（2020）川 01 破 25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二、重整投资人的基本情况
整投资人一：成都市融禾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市融禾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2021 年 3 月 19 日，目前持有成都市青白
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13MA6B5MN44R 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自成立之日起至长期；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青白江香岛大道 1509 号现代物流大厦 A 区
4 楼 A0401；法定代表人：李志勇；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贰亿元整；经营范围：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
汚染治理；环境保护监测；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
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
乡市容管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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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禾环境发展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成都市融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 亿元

货币

100.00%

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金融工作局持有成都市融禾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重整投资人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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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自成立之日起至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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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1

万兵
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货币

500

1.3141%

货币

37,550

98.6859%

38,050

100.0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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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春梅

--

799,700

99.9625%

2

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300

0.0375%

800,000

100.0000%

合计

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春梅

货币

1,300

86.6667%

2

龚传军

货币

200

13.3333%

1,500

100.0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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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整投资人三：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 日，目前持有北京市
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306687220U 的《营
业执照》，营业期限：自成立之日起至 2034 年 8 月 19 日；住所：北京市房山区
广阳中路 1 号院一区甲 7 号 1 层 101-A202（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裴航；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咨询（中介除外）；企业管理；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
除外）；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
家居装饰及设计；租赁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子产品、办公用
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裴航

货币

50

100.0000%

50

100.0000%

合计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裴航，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乙方：成都市融禾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戊方：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乙方、丙方（及/或其指定第三方）、丁方以下合称“重整投资方”；
丙方（及/或其指定第三方）合称“丙方”；甲方、乙方、丙方（及/或其指定第
三方）、丁方、戊方统称“各方”。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投资的基本原则和条件
1.1 天翔环境债务负担沉重，将通过司法重整方式化解债务负担，恢复持续
经营能力。重整投资方愿意作为天翔环境重整投资人，以减轻天翔环境债务负担、
恢复天翔环境盈利能力为出发点，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监
管政策的框架下，支持天翔环境重整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偿债资金、受让公
司资本公积转增的部分股票等。
1.2 重整投资方拟联合参与天翔环境司法重整，乙方、丙方和丁方拟按 1.49
元/股合计以不超过 7 亿元现金认购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票中的约 4.64 亿股（最
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占公司转
增后总股本的 29.9%，其中乙方拟出资不超过 1.83 亿元，丙方拟出资不超过 4.67
亿元，丁方拟出资不超过 0.5 亿元，该等对价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及后续运营。
1.3《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重整计划”）
经甲方协助公司制定并满足重整投资方如下要求后提交至法院及债权人会议，重
整投资方同意该重整计划经法院批准后，对涉及重整投资方的内容予以履行：
1）公司 24.29 亿元大股东占用问题全部解决；
2）公司留债：金额不高于 3 亿元，贷款期限不低于 3 年；
3）重整投资方出资不超过 7 亿元，购股价格不高于 1.49 元/股，占公司实
施公积金转增后总股本不低于 29.9%；
4）重整投资方支付的投资款中，用于公司重整需支付的现金不超过 3 亿元，
公司重整完成后留存现金不低于 4 亿元，用于公司后续发展；

5）除留债金额对应担保外，公司其他资产解除查封、冻结、质押、抵押等
权利限制或负担。
1.4 重整投资方对天翔环境的要求：
1）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期末净资产均为正值；
2）2020 年度审计机构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具备申请恢复上市条件且能获批。
1.5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丙方拟在未来三年通过市场化方式为上市公司导
入可持续运营的环保类资产，优化公司高端装备制作业务和环保产业技术服务能
力。
2、本次投资的实施方式
2.1 天翔环境出资人权益调整
1）权益调整方案
天翔环境现有总股本 436,999,190 股，重整计划将以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25.5027420302541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114,467,761 股。转增完成后，天翔环境的总股本将增至 1,551,466,951 股（最
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前述转增的股票不向出资人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
约 6.51 亿股用于清偿债务，剩余约 4.64 亿股由重整投资方以不超过 7 亿元认购，
股票处置所得不超过 3 亿元优先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和清偿债务，剩余部分用于提
高天翔环境的经营能力。
2）转增的分配
转增和回购的股票将全部转入管理人的股票账户，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
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
A.由乙方受让天翔环境约 1.23 亿股的转增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
以中证登深圳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B.由丙方受让天翔环境约 3.10 亿股的转增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
以中证登深圳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C.由丁方受让天翔环境约 0.31 亿股的转增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
以中证登深圳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D.除上述需支付给重整投资方的约 4.64 亿股外，剩余转增股本（共计约
6.51 亿股）全部用于向天翔环境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
2.2 关于重整投资方受让转增股票的约定
1)各方同意，重整投资方将按如下条件受让天翔环境合计约 4.64 亿股转增
股票：
A.乙方、丙方和丁方拟向天翔环境分别支付转增股票受让价款不超过 1.83
亿元、不超过 4.67 亿元和不超过 0.5 亿元，该价款最终以重整投资方各自实际
取得之转增股份计算的实际支付款项为准，该价款将主要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
益债务、职工债权、欠付税款、清偿债务以及支持上市公司经营等。
B.重整投资方将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C.重整投资方分别承诺本次受让的公司转增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减持。
D.重整投资方均应当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相关条件。
2）转增股票对价支付方式及过户登记的条件
重整投资方按 1.49 元/股受让转增股票的对价分两期支付：
A.第一期：自本协议签订且取得满足本协议 1.4 条 1）款的 2020 年度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内核版之日起 1 日内，重整投资方应在公司股票实施转增前合计
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 3 亿元，其中乙方、丙方分别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 亿元、2
亿元。甲方在收到该等转增价款后，应在最短时间内将对应的转增股票分别过户
至乙方和丙方的证券账户，乙方、丙方应根据监管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与配合。
B.第二期：自天翔环境股票恢复上市交易之日起 5 日内，重整投资方应合计
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不超过 4 亿元，其中乙方、丙方和丁方分别向甲方支付
人民币不超过 0.83 亿元、2.67 亿元和 0.5 亿元。甲方在收到该等转增价款后，
应在最短时间内将对应的转增股票分别过户至重整投资方的证券账户，重整投资
方应根据监管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与配合。
2.3 各方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在合作过程中切实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内幕信息保密、禁止内幕交易等各项工作，相互配合履行好与合作相
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3、管理权移交

1、重整投资人在支付第一期出资 3 亿元后，有权监督天翔环境的日常管理
和运营，包括但不限于：
1）有权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
2）有权监督天翔环境重大合同签订和履行、重大资产处置和购买等。
2、在本协议第 2.1 条第 2）款条件满足之日起 5 日内，管理人将天翔环境
的管理权向乙方、丙方及天翔环境移交。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重整投资协议的签订是公司重整计划实施的重要环节，管理人已收到战略
投资人的第一期重整投资款 3 亿元，彻实有效地推动了公司重整程序的进程，公
司将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执行本协议和重整计划。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
毕重整计划，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重新走上健
康发展的轨道。
五、风险提示
1、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公司虽然已取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民事裁定书》，但仍存在重整计
划不能得到执行的风险，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2、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进入重整执行阶段，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
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若
重整计划不能执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4.1条第（二
十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可能实施股票价格除权触发强制退市风险
根据《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将实施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同于利润分配的实施，公司与将聘请的中
介机构对前述事项进行论证。
4、公司实控权存在变更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邓亲华先生所持公司股票质押率较高，且均被司法冻结，存
在被执行或非交易过户风险（其中 2940 万股股票已被裁定用于抵偿债务）。随

着公司重整事项的推进，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重整投资人或其他债权
人可能成为公司新的实控人。
六、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
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七、备查文件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成都市融
禾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