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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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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根据公司目前对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情况，公司拟在2018年度为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郑州

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秦翔科技有限

公司及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7.74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在

2018年度向上述各个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决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公司2018年度担保金额为7.74亿

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6.54%，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2.9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营口濮耐镁质材

料有限公司 
2004年 

辽宁省营口市西

市区南海路129号 
刘百宽 6397万元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与

销售 
68.74% 

上海宝明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1999年 

上海市杨行工业

园富锦路2319号 
易志明 6400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加工、

销售 
100% 

郑州华威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1987年 新密市岳村镇 郑化轸 2614.6 万元 

耐火材料生产与销

售、施工及进出口 
100% 

云南濮耐昆钢高

温材料有限公司 2001年 
云南省安宁连然

镇 
刘百宽 2039.9 万元 

耐火材料、炉料、建

筑材料、金属结构件、

模具、销售 

51% 



郑州汇特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2003年 

新密市袁庄乡姚

山村 
马文鹏  21028.41万元 

耐火材料及保温材料

的生产销售 
100% 

马鞍山市雨山冶

金新材料有限公

司 

2002年  
马鞍山市雨山区

工业园 
王丽坤  2000万元 

生产和销售滑动水口

系列；冶金技术研发

服务 

100% 

新疆秦翔科技有

限公司 2012年 

新疆巴州和静县文

化路银座小区5号

楼3单元501、502室 

刘百宽 6543万元 

无机非金属材料研

究、销售，技术服务、

检验检测 

52.49% 

青海濮耐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 
2012年 

青海省民和县工

业园 
刘百宽 1000万元 

耐火原料、制品生产、

销售 
100% 

注：公司及子公司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68.74%和31.26%股权。 

 

三、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情况（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2016年末 

负债总额 

2017年9月30

日资产总额 

2017年9月30

日负债总额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299,819,683.04 183,329,441.11 267,324,831.96 163,808,887.5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604,490,129.74 299,053,847.97 615,571,990.02 287,226,426.57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358,704,233.24 102,870,537.95 358,704,233.24 102,870,537.95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358,901,249.01 204,277,954.74 349,485,459.38 190,117,117.21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86,468,268.04 250,243,857.08 537,995,812.26 334,449,343.18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191,130,494.52 91,076,858.52 189,954,296.29 75,268,374.7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50,634,290.91 2,189,676.52 68,807,544.53 9,632,746.28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5,249,064.32 18,364,258.20 42,141,581.08 35,993,554.33 

    注：2017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公司收入和利润情况（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6年 

营业收入 

2016年 

利润总额 

2016年 

净利润 

2017年1-9月营

业收入 

2017年1-9月利

润总额 

2017年1-9月净

利润 

营口濮耐镁质材

料有限公司 
303,589,558.65 3,813,213.41 541,035.08 275,068,323.95 -12,973,653.12 -12,974,297.47 

上海宝明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330,486,143.31 16,366,748.41 15,092,669.69 249,441,943.47 25,125,145.33 22,909,281.68 

郑州华威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162,357,146.71 5,663,431.91 3,184,684.84 126,939,641.90 -5,166,563.20 -4,951,346.15 

云南濮耐昆钢高 380,110,693.58 15,079,251.38 16,941,936.18 248,524,757.24 14,153,308.18 13,485,723.64 



温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汇特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119,961,435.23 -54,054,236.77 -49,223,662.72 87,016,895.01 -32,671,243.67 -32,677,941.88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 
166,179,128.10 24,277,340.41 20,362,465.65 137,334,347.25 17,214,453.63 14,632,285.59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

公司 
0 -622,954.37 -622,954.37 0 -644,816.14 -644,816.14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0 -902,989.55 -902,989.55 0 -736,779.37 -736,779.37 

     注：2017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濮耐股份最新的信用等级：AA 

4、被担保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额为人民

币9,160万元；此外，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郑州汇特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及青海

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均无担保情形。 

 

四、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授权担保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3、关于本次担保额度的说明（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截至授权日担保额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5,00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9,000.00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2,000.5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3,775.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3,000.00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9,000.00 

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 2,624.5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3,000.00 

合计 77,400.00 

 注1、：公司与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双方投资比例为合资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

公司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与新疆秦翔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各方投资比例为合资公司新疆秦

翔科技有限公司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 



注2、：截至目前，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将在为其担保实际发生之前

对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注资，确保其资产负债率低于70%。 

截至授权日的担保额度是指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在授权担保期限内对

上述控股子公司任何时点的实际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以上额度。 

 

五、本次担保的授权及担保协议的签署 

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

体担保事项，授权如下：  

（1）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选择金融机构并与其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

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2）公司在向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各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

过70%。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除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担保外，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6,150.50万元，

占2016年度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2.61%，未发生逾期担保情形。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

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符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确定的担保额度的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同意2018年度为以上被担保对象提供不超过7.74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本次审议的担保金额仅为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提供担保的金额上

限，公司将严格按照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情况以及授权，根据实际经营需

要，在2018年度择机谨慎实施。如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本次担保情况发生变

化，则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担保事项的规定，及时履行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本公司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本次担保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 

2、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是根据2018年各子公司的发展需要和公

司的发展需要合理制定的，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



和盈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安排，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利

于提高融资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本担保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