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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许建成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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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许建成因未参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不能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别提示: 

由于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坝新能源”）持股 98%的子

公司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债务纠纷尚未解决，金鑫矿业拥有的主要资产采矿权存在被拍卖的风险，可能

对本次拟质押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的办理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及内蒙古兴业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尽快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商解决金鑫矿业债务纠纷

的相关事宜。鉴于金鑫矿业债务纠纷的解决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兴业矿业拟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拟向公司及相关下

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6亿元财务资助，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众和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新能源”）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股权质押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兴业矿业拟在 2018 年度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

骄”）、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提供合计最高额不超



过 6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公司拟为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在本次财

务资助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新能源拟以阿坝

新能源 62.95%股权、深圳天骄 7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具体的担保物、质押股权

比例、担保范围、担保期间及担保金额等内容以众和股份、厦门新能源与兴业矿

业签署的相关保证合同、质押合同为准。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及管理层全权

处理上述担保相关的合同签署、质押登记办理等所有事项。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 众和股份 

名称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7279127050 

住所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西许工业区 5-8号 

法定代表人 许建成 

注册资本 63,525.8156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2002年 02月 25日 

经营期限 2002年 02月 25日至 2052年 02月 25日 

经营范围 

服装面料及其他纺织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对外贸易；

木制品、建材、五金、机械电子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工艺美术品（不含

金银首饰）、日用品的销售；污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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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众和股份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许金和先生、许建成先生（以下简称“许氏父子”）合计

持有众和股份 135,701,007 股股票，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6%。 

众和股份 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5,649.02 

负债总额 209,271.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50,512.34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88,610.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915.12 

（二） 阿坝新能源 

名称 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200662757803P 

住所 汶川县百花乡瓦窑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翁国辉 

注册资本 15,096.4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 05月 30日 

经营期限 2007年 05月 30日至 2037年 05月 29 日 

经营范围 

氢氧化锂、碳酸锂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氢氧化

锂、碳酸锂的出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新能源”）持

有 62.95%股权 

厦门黄岩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33.19%股权 

陈振厚持有 3.86%股权 

阿坝新能源 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3,540.26  

负债总额 43,730.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19,675.68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3,060.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47.64  

（三） 深圳天骄 

名称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7599098B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东部奔康工业区 A28 栋 101、201、

A12栋 101 

法定代表人 陈建山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08日 



经营期限 2004年 11月 08日至 2019年 11月 08日 

经营范围 

能源材料、电池产品的技术开发、购销（不含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品）；层状锰酸锂、锰镍钴酸锂、磷酸铁锂、钛酸

锂的生产；信息咨询（不含职业介绍及其他国家禁止、限

制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发照）；锂电池外壳的

加工生产及锂电池的组装（具体由锂业分公司经营）；普通

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年 3月 31日）。 

股权结构 

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 

王伟东持有 20%股权 

深圳市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股权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 3%股权 

深圳市中南大学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股权 

深圳天骄 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725.61  

负债总额 14,647.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11,078.09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4,756.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8.96  

（四） 金鑫矿业 

名称 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3229000000313 

住所 马尔康县党坝乡地拉秋村 

法定代表人 王强 

注册资本 6,060.6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 06月 24日 

经营期限 2002年 06月 24日至 2032年 06月 23日 

经营范围 

党坝乡锂辉石矿勘探及开采（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

外，应取得行政许可的，必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按照许可的

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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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阿坝新能源持有 98%股权 

卓昌钟持有 1%股权 

谢坚持有 1%股权 

金鑫矿业 2016年度经审计的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205.39  

负债总额 36,604.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4,600.91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7,494.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6.02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 股权质押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厦门新能源 

被担保方：众和股份、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 

担保金额：本金不超过 6 亿元 

具体的担保范围、担保期间及担保金额等内容以厦门新能源与兴业矿业签署

的相关质押合同为准。 

（二） 保证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众和股份 

被担保方：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 

担保金额：本金不超过 6 亿元 

具体的担保范围、担保期间及担保金额等内容以公司与兴业矿业签署的相关

保证合同为准。 

四、决策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并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兴业矿业为公司及公司相关下属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6 亿元的财务资

助，有助于推动公司的重整，有助于满足公司下属新能源板块子公司正常经营的

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和厦门新能源为上述财务资助提供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担

保，有利于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相关下属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

超过 6亿元的财务资助，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新能源板块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流动

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并将有利于公司重整的推

进，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作为本次财务资助的条件，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厦门众

和新能源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62.95%股权、深圳天骄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本金余额为 49,649.88 万元（不含本次拟

担保的最高额 6 亿元财务资助），担保余额占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

净资产的比例 98.29%，公司对外提保的借款逾期合计金额为 49,649.88 万元，

其中，对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出现逾期的金额为 19,916.36 万元、为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出现逾期的金额为 29,733.52万元。  

公司拟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偿还子公司逾期欠款，同时将通过纺织印染板块

资产处置、重整等方式逐步清偿原有债务。 

七、其他说明 

由于阿坝新能源持股 98%的子公司金鑫矿业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债务

纠纷尚未解决，金鑫矿业拥有的主要资产采矿权存在被拍卖的风险，可能对本次



拟质押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的办理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及兴业矿业将尽快与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商解决金鑫矿业债务纠纷的相关事宜。鉴于金鑫矿业债

务纠纷的解决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兴业矿业拟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可能存在不

确定性。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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