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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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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7 年度

预测担保

额度（万

元） 

本次担

保金额

（万

元） 

已提供

担保余

额（万

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500 14,000 0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58,500 33,000 96,200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80,500 25,000 125,700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

有限公司 
278,800 40,000 179,500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250,100 8,000 76,300 

江苏晋和

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 

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14,000 14,000 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2、是否有反担保：无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茂通”）旗下

全资子公司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腾瑞”）同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郑州恒丰”）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

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晋和”）与郑州恒丰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

合同》，公司和江苏晋和在 14,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河南腾瑞履行合同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和辉”）

同苏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苏州

融华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在 8,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为浙江和辉履行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五路支行（以下

简称“郑州银行纬五路支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

与郑州银行纬五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在 25,000 万元担

保额度范围内，为浙江和辉履行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

瑞”）同郑州银行纬五路支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

郑州银行纬五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在 25,000 万元担保

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履行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前海瑞茂通”）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支行（以下简称“郑州银

行金水支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郑州银行金水

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在 4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

深圳前海瑞茂通履行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那曲瑞昌”）

同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小贷”）开展业务，为保证相

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苏宁小贷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在 8,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那曲瑞昌履行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

2017 年生产经营发展，结合 2016 年度担保情况，制定了 2017 年度担保计划。

2017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为 189.61 亿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

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其中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计

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136.61 亿元；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37 亿元；公司其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

16亿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7年 4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7年 6月 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17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新增人

民币担保额度 14.10 亿元、美元担保额度 2000 万美元，详情请见公司 2017 年

6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

列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7 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7 年度预测担保

额度（调剂后） 

（万元） 

江苏晋

和电力

燃料有

限公司 

河南腾瑞能源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4,000 14,000 

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5,000 -4,000 21,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7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同意

将公司对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 20,000 万元担保金额分别调剂给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使用，

调剂后下述被担保主体已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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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调剂前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调剂后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

有限公司 

25,000 10,000 35,000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00 10,000 15,000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20,000 10,000 

合计 60,000 0 60,000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旗下子公司，上述担保在公司 2017年度担保预测额

度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情请见附件一。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担保金额：1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上述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各项费用按照中国税收法规规定的各项税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

师代理费、办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二）《最高额质押合同》 

担保人：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河南腾瑞能源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担保金额：1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上述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各项费用按照中国税收法规规定的各项税费。质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

费、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担保方式：江苏晋和以其持有的新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00 万

份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苏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8,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金额（包含保理融资款、保理融资款使用费、

保理服务费）、回购款、逾期使用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苏州融华租赁有

限公司实现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

拍卖费、鉴定费、律师费、公证费、提存费、执行费、保管费、过户费、送达

费、公告费、差旅费等）以及瑞茂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五路支行 

担保金额：25,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含复利和罚息）、手续费、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五路支行 

担保金额：25,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含复利和罚息）、手续费、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支行 

担保金额：40,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含复利和罚息）、手续费、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债权人：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8,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依据主合同与债权人发生的主合同

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

等）。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 2017年度对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预测额度范

围之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729,001.32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57.49%，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149.35%。公司全

资、控股子公司在 2017 年度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预测额度范围之

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13,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41%。公司为河南平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000 万元, 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6%。公司为兴瑞实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9%。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 月 19 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列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人民币）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出资比

例 

资产总额（人

民币万元） 

负债总额

（人民币万

元） 

净资产（人

民币万元） 

与上市公司

关系 

1 
河南腾瑞能源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王卫东 

沁阳市山王庄镇盆窑

村 
供应链管理 100% 110,211.54 46,975.09 63,236.45 全资子公司 

2 
浙江和辉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 
50,000 张首领 

宁波保税区兴业三路

17 号 3 幢 506 室 
供应链管理 100% 152,709.12 95,355.43 57,353.69 全资子公司 

3 
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侯智放 

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

道北段金融广场大厦

东侧第三层 520 号 

供应链管理 100% 195,678.73 145,002.12 50,676.61 全资子公司 

4 

深圳前海瑞茂通

供应链平台服务

有限公司 

72,000 王东升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供应链管理 100% 314,451.14 242,657.13 71,794.01 

全资子公司

（详情见注 

释 1） 

5 
那曲瑞昌煤炭运

销有限公司 
5,000 王卫东 

那曲县拉萨南路 39

号 
供应链管理 100% 275,399.11 194,810.56 80,588.55 全资子公司 

 



注释 1：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深圳前海瑞茂通的股权比例为 69.44%，杭州渝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深圳前海瑞茂通的股权比例为 3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