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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3010          债券简称：博世转债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均系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个人或关联方提

供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 

一、本季度担保情况概述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或项目建设的需要，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为全资子

公司广西科丽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丽特环保”）、苍梧博世科环保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苍梧博世科”）及控股子公司南宁博湾水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博湾”）、湖南泛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

航装备”）提供担保。公司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发生的对外担保新增及进展情况如

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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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对外担保新增情况如下： 

序
号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公司
持股
比例 

担保审批
额 

（万元） 

担保协议签
署日 

担保金额
（万元） 

本季度
担保发
生额 

（万
元）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权人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被担保人资

产负债率是

否超过70% 

其他股东是否

按出资比例提

供同等担保或

者反担保 

1 

公
司 

广西科丽特环
保科技有限公

司 
100% 

268.60 2020.07.09 268.60 268.60 248.84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

限公司 
2020.07.09-2026.06.30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是 不适用 2 453.20 2020.08.01 453.20 453.20 453.20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

限公司 
2020.08.01-2026.07.31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3 1,000.00 2020.07.22 1,000.00 500.00 458.33 
上海安平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2020.7.22-2023.08.06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4 
南宁博湾水生
态科技有限公

司 
51% 67,500.00 2020.07.01 67,500.00 

42,600.0
0 

42,600.00 国家开发银行 2020.07.01-2035.05.21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否 否 

5 
苍梧博世科环
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100% 2,000.00 2020.8.25 2,000.00 2,000.00 2,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壮族自治区梧州分

行 

2020.8.25-2023.08.25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是 不适用 

6 
湖南泛航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70% 300.00 2020.09.27 300.00 300.00 300.00 
湖南株洲珠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船支行 
2020.09.27-2023.09.25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否 否 

2、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博览世界 科技为先 

序
号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公司
持股
比例 

担保审批
额 

（万元） 

担保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万元） 

本季度
担保提
取金额 
（万元） 

本季度
担保还
款金额
（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权人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被担保

人资产

负债率

是否超

过70% 

其他股东是否

按出资比例提

供同等担保或

者反担保 

1 

公
司 

湖南博世科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00.00 2019.08.01 8,000.00 229.49 255.00 7,602.88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高信支行 

2019.08.01-2022.12.23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不适用 

2 3,500.00 2019.09.29 3,500.00 590.00 0.00 2,098.42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新胜支行 

2019.09.29-2023.03.25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3 5,000.00 2019.11.07 5,000.00 0.00 107.80 3,483.2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2019.11.07-2025.01.21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4 7,000.00 2019.11.25 7,000.00 0.00 465.50 2,702.54 
华融湘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2019.12.6-2020.12.6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5 11,800.00 2020.03.26 11,800.00 3,120.61 5,675.80 8,674.8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2020.3.26-2023.3.29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6 
攸县博世科水务

有限公司 
80% 25,000.00 2018.03.21 24,877.62 0.00 141.34 11,551.8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2018.03.21-2037.03.26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否 

7 
宣恩博世科水务

有限公司 
55% 15,000.00 2019.01.12 15,000.00 0.00 450.00 14,550.00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宣恩县支

行 
2019.01.12-2036.01.17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否 

8 
贺州博世科环境
投资建设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80% 20,000.00 2019.10.21 20,000.00 1,700.00 79.00 16,021.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贺州分行 

2019.10.21-2040.03.08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否 

9 

广西科丽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00% 

500.00 2020.04.20 500.00 22.72 4.73 40.71 
中联重科融资
租赁（北京）
有限公司 

2020.05.25-2024.07.20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不适用 

10 2,000.00 2020.06.10 2,000.00 81.44 31.96 263.08 
河南安和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2020.06.10-2023.07.30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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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60.00 2020.06.29 1,060.00 0.00 88.33 971.67 
远东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2020.06.29-2024.06.29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12 
广西宁明博世科
水务有限公司 

69% 17,000.00 2019.03.28 17,000.00 4,500.00 0.00 14,5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
市西乡塘支行 

2019.03.28-2036.12.20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否 

13 
广西博测检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 740.00 2020.06.29 740.00 0.00 61.67 678.33 
远东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2020.06.29-2024.06.29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否 不适用 

14 
澄江博世科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80% 13,966.00 
2017.3.22、
2017.12.27 

13,966.00 0.00 69.00 13,718.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澄江

支行 
2017.03.22-2039.12.27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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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程序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根据届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含孙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生

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子公司为公司其他子公司 2020 年度生产经

营性融资业务提供担保，上述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续期授信

重新提供的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

止。同时，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担保情况及银行或其

他金融机构的要求，在不同子公司之间调整担保额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调减担

保总额。 

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在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相关担保

事项，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节能环保服务业务（2019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指引的规定，在每季度结束后五个交易日内以临

时公告的形式汇总披露具体担保事项。若实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总额度的，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新的担保事项。 

三、本季度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内容 

1、被担保人：广西科丽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16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高安路 101 号 

法定代表人：韦天辉 

经营范围：环保科技开发；发电站建设运营，城乡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

营，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及维护，城市综合管网工程建设、运营，海

绵城市工程建设及维护，供水管网工程建设、维护（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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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绿化养护；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管理；城乡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以上两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清洁服务；物业服务；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

运营、维护；固体废弃物治理服务（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

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自来水厂建设、运营维护，城市路灯安装维护（以

上项目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再生物资回收服务；室内外空气环境治理；

土壤修复；机电设备安装（凭资质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动车销售；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生产专用车辆、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建筑垃圾处

置设备、生活垃圾处置设备制造及销售；移动互联网技术研发；网络维护；自

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安装、销售及服务；城乡水域垃圾清理；对环保行业的

投资；劳务派遣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垃圾无

害化、资源化处理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餐厨垃

圾收集、运输、处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

准）；消毒产品研发、加工、销售，消毒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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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控制情况：公司持股占比 10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职国际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科丽特环保资

产总额为 3,923.39 万元，净资产为 886.69 万元，负债总额 3,144.2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222.86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2.24 万元，实现净利润-107.53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科丽特环保资产总额为 8,262.42 万元，净资产

为 1,044.06 万元，负债总额 7,218.36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14,90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95.37 万元，实现净利润 264.90 万元。科丽特环保 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科丽特环保因向银行借款等事项以自有固定资产

进行抵押，以定期存单及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质押，涉及抵押及质押的资产期末

账面价值为 1,611.20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科丽特环保不存在对外担

保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科丽特环保不存在正在履行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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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内容：（1）2020 年 2 月，科丽特环保因生产经营需要向长沙普罗科环

境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罗科环境”）采购环卫设备，并签订了相关

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基础合同”），合同金额为 268.60 万元。2020 年 7 月，

普罗科环境以其应收账款为标的与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

子租赁”）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签署了编号为 208338 号商业保理主协议，并在

该协议框架下就基础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转让签署了编号为 208338-1号单个保

理协议。科丽特环保已收到普罗科环境与西门子租赁共同向其开具的债权转让

通知书并签署确认意见，根据普罗科环境与西门子租赁的要求，公司就上述保

理协议项下科丽特环保对西门子租赁所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科丽特环保以其自有资产向西门子租赁办理不超过 453.20 万元（含）

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 6 年。 

（3）科丽特环保以其经营业务中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为标的与上海安平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理有效期为 12 个月。公司就该项保理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至具体融资业务结清之日后满两年止。 

2、被担保人：南宁博湾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28 日 

注册资本：27,501.31 万元 

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创新路 23 号 2 号楼一层 102 号 

法定代表人：农斌 

经营范围：水生态科技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对水

处理项目、排水管网项目、河道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水质及

污泥技术检测；环保设备安装、调试、维修服务（凭资质证经营）；工程设计（凭

资质证经营）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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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控制情况：公司持股占比 51%，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占比 30%，广西北部湾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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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宁博湾资产总额为 87,012.86 万元，净资产为 27,472.93 万元，

负债总额 59,539.9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05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0.32

万元，实现净利润-16.14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南宁博湾资产总额为

90,629.25 万元，净资产为 27,479.93 万元，负债总额 63,149.32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9.34 万元，实现净利润-7.01 万元。

南宁博湾 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南宁博湾实施“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

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南宁内河治理项目”）涉及质押的资产期末账面价值

为 85,757.31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南宁博湾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南宁博湾不存在正在履行的诉讼。 

担保内容：因南宁内河治理项目建设需要，南宁博湾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

《借款合同》（编号：4510201701100001339 号），国家开发银行向南宁博湾提

供项目贷款人民币 67,500 万元，贷款期限 14 年 5 个月。南宁博湾根据项目建

设进度分笔提款，并按照与银行约定的还款计划及要求履行还款义务。公司与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签署了《借款合同》项下的《保证合同》，公

司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他情况：根据银行要求，南宁博湾借款合同项下的保证担保责任由控股

股东博世科承担，南宁博湾其他股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供担保，也未提供反担

保。公司持有南宁博湾 51%股权，南宁博湾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均由

公司提名或委派，公司能够对南宁博湾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进行有效监督和管

理。南宁博湾目前经营情况、信用情况良好，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担保风险可

控。公司本次为南宁博湾提供担保，是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生产和项目建

设，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也未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3、被担保人：苍梧博世科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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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点：苍梧县旺甫工业小镇指挥部一楼 109 号(旺甫工业园区强寿路一

号) 

法定代表人：黄海师 

经营范围：环保设备制造及销售；机械通用设备、机械专用设备的加工、

制造及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销售；市政

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承接环保工程；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

固体废物治理；自有厂房、设备、办公楼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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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控制情况：公司持股占比 10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职国际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苍梧博世科资

产总额为 5,392.14 万元，净资产为 2,435.22 万元，负债总额 2,959.9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079.65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21.90 万元，实现净利润 445.08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苍梧博世科资产总额为 9,894.03 万元，净资产

为 2,233.64 万元，负债总额 7,660.40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79.61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01.58 万元，实现净利润-201.58 万元。苍梧博世科 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苍梧博世科因向银行借款等事项以自有不动产权、

设备等进行抵押，涉及抵押的资产期末账面价值为 3,957.99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苍梧博世科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苍梧

博世科不存在正在履行的诉讼。 

担保内容：苍梧博世科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梧州市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为该项担保业

务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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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担保人：湖南泛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点：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高科园创业四路 17 号株洲瀚洋实业

有限公司 2 栋厂房、3 栋厂房 

法定代表人：杨崎峰 

经营范围：离心机、分离机、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风机、风扇、通用

零部件、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内燃机及配件、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

制造的制造；通用机械设备销售；机电设备加工；机械配件开发；电机、机电

设备、五金机电产品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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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控制情况：公司持股占比 70%，株洲海思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20%，

张勇、张正华、张超、易钿 4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占比 1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指标：经天职国际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泛航装备资产

总额为 2,607.77 万元，净资产为 1,953.33 万元，负债总额 654.44 万元，2019 年

实现营业收入 523.02万元，实现利润总额-510.76万元，实现净利润-410.5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泛航装备资产总额为 2799.85 万元，净资产 2170.06 万

元，负债总额 629.79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3.27 万元，实现利润

总额-94.47 万元，实现净利润-72.15 万元。泛航装备 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泛航装备不存在抵押及质押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泛航装备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泛航装

备不存在正在履行的诉讼。 

担保内容：公司为泛航装备向湖南株洲珠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

船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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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含），泛航装备根据用款需求分笔提款，并按照与银行约

定的还款计划及要求履行还款义务。 

其他情况：根据银行要求，泛航装备本次申请融资贷款，由债务人的控股

股东对债务提供全额保证担保，因此公司对该笔贷款的申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泛航装备其他股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公司持有泛航装备 70%

股权，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泛航装备目前经营情况、信用情况良好，

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公司本次为泛航装备提供担保，是为支持子公

司的经营生产，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也未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对

外担保余额分别为 307,611.65 万元、212,662.64 万元，分别占 2019 年末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的 171.85%、118.81%，全部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担保的情形，无逾期对外担保、亦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其他 

本季度担保事项披露后，若相关担保事项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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