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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18-004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8 年融资预算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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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龙门煤化”）； 

2、韩城市新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丰科技”）； 

3、韩城市黑猫气化有限公司（简称“黑猫气化”）； 

4、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内蒙古黑猫”） 

5、山西黑猫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山西黑猫”）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48 亿元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截至 2018 年 1

月 5 日，公司为龙门煤化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190,420,833.33 元，为新丰科技

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8,607,500.00 元，为黑猫气化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00

元，为内蒙古黑猫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00 元，为山西黑猫实际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0.00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

及担保安排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8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公

司向子公司龙门煤化、新丰科技、黑猫气化、内蒙古黑猫、山西黑猫 2018 年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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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融资预算提供担保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 

号 
信贷融资机构 

2018 年 

担保金额 

2018 年信贷融资 

主要担保方及担保安排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龙门煤化） 

1 中国工商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2 西安银行 2.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3 恒丰银行 2.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4 成都银行 1.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5 重庆银行 2.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6 广发银行 0.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7 中信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8 华夏银行 1.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9 
信达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5.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10 其他金融机构 10.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27.00  

韩城市新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丰科技） 

1 其他金融机构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1.00  

韩城市黑猫气化有限公司（黑猫气化） 

1 其他金融机构 3.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2 融资租赁机构 2.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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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信贷融资机构 

2018 年 

担保金额 

2018 年信贷融资 

主要担保方及担保安排 

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黑猫） 

1 其他金融机构 2.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2 融资租赁机构 3.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5.00  

山西黑猫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山西黑猫） 

1 其他金融机构 5.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2 融资租赁机构 5.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10.00  

总计 48.00  

以上每笔担保业务在实际发生时签署担保协议，有关担保协议的具体权利义

务将根据公司 2018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进行约定。 

公司 2018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根据被担保人黑猫气化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韩城市黑猫气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MA6YD0L97Y 

登记机关 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丰焦化公司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吉忠民 

注册资本 贰拾肆亿叁仟叁佰柒拾伍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02月 25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02月 25日至 2026 年 02月 22日 

经营范围 
化工厂的筹建（甲醇、LNG、液氨、碳酸氢铵、硫磺、化

工焦气化深加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电力生产与销售（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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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公司持有黑猫气化 100%股权，黑猫气化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根据被担保人龙门煤化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684765337U 

登记机关 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龙门工业园东区 

法定代表人 吉忠民 

注册资本 叁拾捌亿伍仟万元人民币（38.5 亿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焦炭、煤气、煤焦油生产销售；LNG、甲醇、粗苯、硫铵、

合成氨、尿素、硫磺、硫酸及深加工产品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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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持有龙门煤化 51%股权，龙门煤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龙门煤化其

他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45%）、陕西大前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比例 4%）均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3、根据被担保人新丰科技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韩城市新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671536762G 

登记机关 陕西省韩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煤化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吉忠民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4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化工厂的筹建 (甲醇液氨合成气、蒸汽、氮气、硫磺、化工

焦加压气化技术及深加工产品研发)的生产与销售。（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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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公司持有新丰科技 100%股权，新丰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根据被担保人山西黑猫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山西黑猫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1002MAOJUYWN2B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临汾市尧都区 108 国道与临邓路交叉口西南角（临汾市尧都

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院内） 

法定代表人 翟前进 

注册资本 壹拾亿圆整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67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化工焦、醇茎液体燃料、汽油添加剂、柴油添加剂的生产与

销售；焦炭、煤焦油的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尧都分局 

目前公司持有山西黑猫 56%股权，山西黑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黑猫其

他股东山西海姿焦化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2%）、临汾市尧都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22%）均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5、根据被担保人内蒙古黑猫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825067547174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张长福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0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5 月 23 日至 2063 年 05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电、煤气、焦炭、LNG、甲醇、合成氨、尿素、 

登记机关 临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尧都分局 

目前公司持有内蒙古黑猫 100%股权，内蒙古黑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已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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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主要财务指标 2016.12.31/2016 年度 

黑猫气化 

（筹建阶段） 

资产总额 61,013,003.65 

负债总额 51,013,003.65 

净资产 10,000,000.00 

营业收入 不适用 

利润总额 不适用 

净利润 不适用 

龙门煤化 

资产总额 8,268,045,140.76 

负债总额 4,864,435,879.58 

净资产 3,403,609,261.18 

营业收入 3,585,500,159.37 

利润总额 62,752,912.52 

净利润 35,531,505.88 

新丰科技 

资产总额 653,926,130.94 

负债总额 256,712,249.14 

净资产 397,213,881.80 

营业收入 102,675,132.39 

利润总额 5,155,174.56 

净利润 1,129,852.47 

内蒙古黑猫 

（筹建阶段） 

资产总额 85,253,351.26 

负债总额 46,911,199.54 

净资产 38,342,151.72 

营业收入 不适用 

利润总额 -3,605,365.44 

净利润 -3,605,163.39 

山西黑猫 山西黑猫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登记注册，目前属于筹建阶段。 

 

2、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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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主要财务指标 2017.11.30/2017 年 1-11 月 

黑猫气化 

（筹建阶段） 

资产总额 2,434,909,322.10 

负债总额 1,159,322.10 

净资产 2,433,750,000.00 

营业收入 不适用 

利润总额 不适用 

净利润 不适用 

龙门煤化 

资产总额 9,068,704,483.90 

负债总额 5,539,504,364.26 

净资产 3,529,200,119.64 

营业收入 6,833,192,318.02 

利润总额 144,776,301.15 

净利润 124,344,001.24 

新丰科技 

资产总额 618,195,755.35 

负债总额 222,468,135.08 

净资产 395,727,620.27 

营业收入 3,361,676.52 

利润总额 -3,193,834.91 

净利润 -1,452,937.08 

内蒙古黑猫 

（筹建阶段） 

资产总额 115,988,544.88 

负债总额 78,189,959.90 

净资产 不适用 

营业收入 不适用 

利润总额 -543,566.74 

净利润 -543,566.74 

山西黑猫 山西黑猫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登记注册，目前属于筹建阶段。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黑猫气化、龙门煤化、新丰科技、内蒙古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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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猫系公司子公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

提高其融资能力，符合正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需要，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

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子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长期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1 月 5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

度）为 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734,608,728.52 元（约 27 亿元）的

0%（按公司 2016 年度合并审计报告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 2,319,028,333.33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2,734,608,728.52 元的 84.80%。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七、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3、被担保人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已审计） 

4、被担保人 2017 年 11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审计）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