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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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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北海市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海中蓝”）和诸暨市

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诸暨蓝德”）。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德公司”）

为其控股子公司北海中蓝一份人民币 6,200 万元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及相

关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蓝德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诸暨蓝德一份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但连带责任保证。除上述

担保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为北海中蓝、诸暨蓝德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9,631.61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1 年 12 月 29 日，北海中蓝与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国

开行”）签署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北海中蓝借款合同”），国开行同意向

北海中蓝提供人民币 6,200 万元的借款，用于建设北海市餐厨垃圾处理工程 PPP

项目（“北海项目”），借款期限 240 个月。2021 年 12 月 29 日，蓝德公司与国开

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北海中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北海中蓝担保”）。  



2、2021 年 12 月 29 日，诸暨蓝德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

分行（“邮政银行”）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诸暨蓝德借款合同”），邮政

银行同意向诸暨蓝德提供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借款，用于实施诸暨市餐厨废弃

物综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项目（“诸暨项目”），借款期限 180 个月。2021 年 12

月 29 日，蓝德公司与邮政银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诸暨蓝德借款合

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诸暨蓝德担保”）。 

蓝德公司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股东之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高速

环境有限公司持股 67.14%，北京水气蓝德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共 3 人合计

持股 24.42%，此外，并无其他股东持股 5%以上。 

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蓝德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由蓝德公司为其

控股子公司北海中蓝、诸暨蓝德的融资提供担保，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2 日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北海市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广西壮族自

治区北海市打石岭西平阳镇白水塘北海市白水塘生活垃圾处理厂综合楼 220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39 万元；法定代表人：唐水秀；经营范围：餐厨垃圾处理、

发电、输电及供电业务等。北海中蓝未曾聘请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被担保人北海中蓝为担保人蓝德公司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蓝德公司持有北

海中蓝 90%股权，其余 10%股权由政府出资代表方北海市白水塘生活垃圾处理

厂持有。北海中蓝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833.85 

负债总额 443.8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443.85 

资产净额 
16,390 

 



 
2021 年 1 月-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注：北海中蓝成立于 2021 年，无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可供披露。 

2、被担保人全称：诸暨市蓝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诸暨

市陶朱街道建工东路 36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阳；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批发、零售等。诸暨蓝德未曾聘请评级机构进

行信用评级。 

被担保人诸暨蓝德为担保人蓝德公司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蓝德公司持有诸

暨蓝德 90%股权，其余 10%股权由政府出资代表方诸暨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持有。诸暨蓝德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357.77 255,106.30 

负债总额 119,357.77 159,285.7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7,960.91 80,944.76 

资产净额 100,000.00 95,820.59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1 月-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707.10 

净利润 0  -4,179.4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北海中蓝借款合同，国开行将向北海中蓝提供人民币 6,200 万元期

限 240 个月的借款，用于建设北海项目。根据蓝德公司与国开行签署的《保证合

同》，蓝德公司作为保证人，将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债务逐笔

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至北海中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此外，北海中蓝还与国开行签署了《质押合同》，将其与北海市环境卫生管

理处于 2021 年 3 月签订的《北海市餐厨垃圾处理工程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项下所有权益和收益出质予国开行，为其于北海中蓝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质

押担保。 

2、根据诸暨蓝德借款合同，邮政银行将向诸暨蓝德提供人民币 12,000 万元

期限 180 个月的借款，用于实施诸暨项目。根据蓝德公司与邮政银行签署的《连

带责任保证合同》，蓝德公司作为保证人，将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

利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

为诸暨蓝德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此外，诸暨蓝德还与邮政银行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将其诸暨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9 年 3 月签订的《诸暨市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 PPP 项目合同》项下全部权益和收益出质予邮政银行，为其于诸暨蓝德借款

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北海中蓝和诸暨蓝德分别为北海项目和诸暨项目的实施主体，蓝德公司为该

两个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可以改善该两个项目的融资条件，是合理的增信措施，

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项目收益。蓝德公司为北海中蓝和诸暨蓝德提供的担

保为全额担保，超出了 90%的持股比例，主要原因是持股 10%的合作股东均为

政府出资代表方，按蓝德公司分别与北海项目、诸暨项目的政府出资代表方签署

的协议/合同的约定，融资事项由社会资本方（即蓝德公司）负责，政府出资代

表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北海中蓝和诸暨蓝德为蓝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

风险可控；经测算，北海中蓝和诸暨蓝德的现金流为其贷款的还本付息提供了合

理保障。上述担保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91.168 亿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56%，包括因银行为本公

司发行人民币 8 亿元债券提供担保而进行的反担保、按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为



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5 亿元的阶段性担保、将于 2021 年度股

东年会召开之日失效的为多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担保的授权（约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8.21%）、蓝德公司为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 2.668 亿元的担保（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6%）。此

外，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限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

之前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54.52 万元（本公司已在收购协议中采取了充

分的风险防范措施）、蓝德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4,033.38 万元（均为蓝德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除本次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29,444.14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96%；其中，对控股子

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96,612.52 万元。上述担保中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海中蓝和诸暨蓝德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