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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18-27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 2018年融资担保额度进行追加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8年融资担保额度进行追加预

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工作效率，有计划地开展融资工作，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的实际情况，提请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

养殖场（户）或经销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额度，在需要提供

担保时，授权董事长及控股子公司负责人作出决定并签署担保协议

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8 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进行预计的议案》和《关于向下属公司提供

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预计累计提

供担保的最大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588,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3,240.42 万元的 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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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现拟申请在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以外，

新增 3 家控股子公司和 7 家下属其他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新增对

其担保额度预计 35,5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为 3 家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融资担保总额为 30,500.00 万元，为 7 家下属其他公司提供的

融资担保总额为 5,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3,240.42 万元的 1.70%。

经过此次新增，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累计提供担保的最大金额

将不超过人民币 1,623,5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3,240.42 万元的 77.93%。

根据公司《章程》，本担保议案将提交到公司在 2018 年召开的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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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担保额度预计如下： 

（一）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预计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

债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1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新希望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100% 
90% - 10,000.00 0.48% 否 

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枫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 75% - - 20,000.00 0.96% 否 

3 江西联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联和实业有限公司 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55% 59% - 500.00 0.02% 否 

  
合计 

  
- 30,500.00 1.46% 

 

（二）对公司下属其他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名称 担保方式 预计 2018 年担保金额（万元） 

江西联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00.00 

怀化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00.00 

汨罗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60.00 

益阳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00.00 

郴州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40.00 

常德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00.00 

长沙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00.00 

合计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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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情况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 

时间 

法定 

代表人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产权及控制关

系(比例) 

最新的信用

等级状况 

1 
新希望印度尼西亚

有限公司 

2008年

1月 
姚永建 印度尼西亚 

    

8,167.75  
 饲料生产加工销售 100% 无 

2 
成都枫澜动物营养

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韩继涛 

成都市武侯区

火车南站西路

27号 1栋 11楼

5号 

    

1,000.00  

饲料、饲料添加剂批发、零售及相关技术开发、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兽药 
75% 无 

3 
南昌联和实业有限

公司 

2011年

10月 
王晓林 

南昌市进贤县

张公镇工业园 

      

400.00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销售（凭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合格

证生产经营），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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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A+ 

2、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股权关系 
 

序号 公司名称  
本级最终合并

报表持股 
公司持股比例 其他少数股东 

1 新希望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100%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100%   

2 成都枫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75%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 75%   

3 南昌联和实业有限公司 55% 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55% 抚州和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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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控股子公司产权关系结构图 

公司控股股东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永好先生，本次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产权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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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 

1 新希望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53,343.70 47,864.16 5,479.54 56,193.23 1,676.70 1,256.06 - 47,864.16 

2 成都枫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3 南昌联和实业有限公司 4,176.85 2,455.61 1,721.24 22,363.88 1,522.68 1,049.22 - 2,455.61 

5、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 

1 新希望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55,936.82 50,219.83 5,716.99 15,178.81 619.39 464.54 - 50,219.83 

2 成都枫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3 南昌联和实业有限公司 5,231.87 3,228.83 2,003.04 6,620.16 340.66 281.80 - 3,2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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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被担保人：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 

被担保对象均为与公司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养殖场（户）或

经销商等，须经公司严格审查、筛选后确定具体的被担保对象、担保

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序号 公司名称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 

1 新希望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000.00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2 成都枫澜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000.00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3 南昌联和实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00.00 江西联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   30,500.00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2018 年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止。 

前述担保中为对于部分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被担保方或其

他股东需提供相应适当的股权质押、财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方式

的反担保，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不得低于担保主债权金额，且应依法办

理登记，是否反担保及反担保方式、金额是否适当，提请董事会授权

由董事长判定。 

（二）对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的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额度的有效期：2018 年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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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期限：根据每一笔借款的实际发生日期，按照法律、法

规及双方约定确定。 

4、担保人及担保额度 
 

名称 担保方式 
预计 2018年担保金额

（万元） 

江西联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00.00 

怀化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00.00 

汨罗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60.00 

益阳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00.00 

郴州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40.00 

常德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00.00 

长沙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00.00 

合计   5,000.00 

 

5、风险防范措施： 

（1）仅为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系、具有较好信誉和一定实力

的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提供担保； 

（2）要求拟借款的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向我公司提供财产

抵押（质押）； 

（3）公司严格定期派出业务与财务人员到场检查其生产经营与

财务状况。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能提高各公司向银行申

请贷款的审批效率，及时保证各分、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担保

风险较小，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除保障其生产经营所需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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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建设及拓展业务，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

标，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综合竞争力。  

公司针对并严格筛选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养殖场（户）或经

销商等，为其购买公司的产品向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有助于发挥

产业链的优势，通过金融服务引领客户结构改善，同时促进公司产品

的销售，确保食品安全，从而保障公司产品质量的可追溯与各环节的

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并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追加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累计提供担保的最

大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623,500.00 万元（其中为养殖场（户）或

经销商等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48,000.00 万元），为公司 2017 年经审

计净资产 2,083,240.42 万元的 77.93%。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任何对外逾期担保，也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担保将提交到公司在 2018 年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助于其

及时获得所需资金，发展壮大生产经营；对养殖场（户）或经销商等

的担保有助于发挥公司产业链的优势，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保障公

司产品质量的可追溯与各环节的可控。以上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可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故同意本次追加担保事项。 

七、提供本次担保的必要性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能提高各公司向银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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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贷款的审批效率，及时保证各分、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担保

风险较小，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除保障其生产经营所需外，同时

也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建设及拓展业务，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

标，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综合竞争力。  

公司针对并严格筛选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养殖场（户）或经

销商等，为其购买公司的产品向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有助于发挥

产业链的优势，通过金融服务引领客户结构改善，同时促进公司产品

的销售，确保食品安全，从而保障公司产品质量的可追溯与各环节的

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并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