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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19007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债务性融资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债务

性融资计划，公司及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计划债务性融

资合计 367,363.20 万元，其中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计划融资合计

223,363.20 万元。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拟为北

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等 8 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含二级子公司

及三级子公司）2019 年度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其中，为全资子公

司债务性融资按 100%提供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按公司所

持被担保子公司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合计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283,744.05 万元，实际担保额以公司为以下 8 家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具体如下：  

1、为全资子公司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 2019 年债务性融

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为全资子公司防城港胜港码头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91,240.85 万元在 2019 年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防城港胜

港码头有限公司原有属于防城港 402#泊位、406#-407#泊位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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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原有银行贷款余额 91,240.85 万元，原贷款担保方为防城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 2019 年

内将担保方变更为我公司。 

3、为全资子公司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 2019 年债务性融资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6,083.2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为全资子公司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盛港码头有限公司债务性融

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6,620.00万元在 2019年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盛港码头有限公司原有属于钦州大榄坪 7#-8#泊位、

钦州勒沟 13#-14#泊位投资项目对应的原有银行贷款余额 26,620.00

万元，原贷款担保方为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 2019 年内将担保方变更为我公司。 

5、为全资子公司北海港兴码头经营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12,540.00 万元在 2019 年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北海港

兴码头经营有限公司原有属于北海铁山港 5#-6#泊位投资项目对应的

原有银行贷款余额 12,540.00 万元贷款，原贷款担保方为广西北部湾

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 2019 年内将担保方变更为我公司。 

6、为全资子公司北部湾港贵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19 年债务

性融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7、为控股子公司广西铁山东岸码头有限公司 2019 年债务性融资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1,7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公司 2019

年度计划融资 31,000.00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 70%为其提供担保）。 

8、为控股子公司北部湾港贵港中转码头有限公司 2019 年债务性

融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56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公司

2019 年度计划融资 2,000.00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 78%为其提供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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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经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议或审批程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议案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在担保额度的有效期内，全权审批与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为上述 8 家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融资签署提供担保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本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 

二、2019 年度预计担保明细表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截至

2018年9月30

日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北部

湾港

股份

有限

公司 

北部湾港防城港

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37.53% 0 90,000.00 13.34% 否 

防城港胜港码头

有限公司 
100.00% 77.16% 0 91,240.85 13.53% 否 

北部湾港钦州码

头有限公司 
100.00% 35.33% 20,000.00 36,083.20 5.35% 否 

广西钦州保税港

区盛港码头有限

公司 

100.00% 93.70% 0 26,620.00 3.95% 否 

北海港兴码头经

营有限公司 
100.00% 58.93% 0 12,540.00 1.86% 否 

北部湾港贵港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 

100.00% 88.37% 0 4,000.00 0.59% 否 

广西铁山东岸码

头有限公司 
70.00% 0.68% 0 21,700.00 3.22% 否 

北部湾港贵港中

转码头有限公司 
78.00% 70.92% 0 1,560.00 0.23% 否 

合计 - - - 283,744.05 4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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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年 6月 28日 

注册地址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 22号 

法定代表人 陈斯禄 

注册资本 16,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含港口危

险货物作业服务）；港口拖轮、驳运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

淡水供应；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器械的租赁经营、维修服

务；集装箱业务；机械设备及装卸工属具的设计，机械维修；

自有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478,289.95 492,197.27 

负债总额 192,812.55 184,732.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4,400.00 102,53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6,134.11 138,375.6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285,477.41 307,464.41 

营业收入 178,016.73 134,123.94 

利润总额 47,481.79 37,702.70 

净利润 40,875.86 31,962.95 

资产负债率 40.31% 37.5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防城港胜港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防城港胜港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 港口区友谊大道集团公司新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陈斯禄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对港口、码头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提供港口设施，从

事货物装卸、仓储（除危险化学品）；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

器械的租赁经营、维修服务；集装箱业务；机械设备及装卸

工属具设计；机械维修。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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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478,289.95 492,197.27 

负债总额 192,812.55 184,732.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4,400.00 102,53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6,134.11 138,375.6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285,477.41 307,464.41 

营业收入 178,016.73 134,123.94 

利润总额 47,481.79 37,702.70 

净利润 40,875.86 31,962.95 

资产负债率 40.31% 37.5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3、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10月 27日 

注册地址 钦州市钦州港区 

法定代表人 周延 

注册资本 12,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港口经营、水运辅助业；装卸、仓储、中转、包装、代理；

港口拖轮、驳运服务；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船员接送、

围油栏供应服务；船舶技术服务；船舶配件供应；船舶出租；

凭许可证核定的作业区域范围内进行磷酸、硫酸、黄磷、烧

碱、醋酸、煤焦油、重油、双氧水及硫磺的作业服务（有效

期至 2019 年 9月 30日）；外轮理货，港口设备租赁，国内

商业贸易；港口设备制造、安装、维修；港口项目工程施工；

港口业务、技术咨询、培训；旅馆业投资。（以上项目应经

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247,719.32 200,503.64 

负债总额 113,498.94 70,847.0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869.58 29,505.00 

流动负债总额 55,601.26 64,389.9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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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34,220.39 129,656.58 

营业收入 69,666.26 41,357.09 

利润总额 14,467.61 27,127.13 

净利润 12,271.48 25,841.03 

资产负债率 45.82% 35.3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4、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盛港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盛港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29日 

注册地址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八大街 1号联检办公大楼 A座 1111号 

法定代表人 周延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对港口、码头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76,780.18 73,558.05 

负债总额 71,914.97 68,923.9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2,910.00 42,892.50 

流动负债总额 19,004.97 26,031.4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4,865.20 4,634.15 

营业收入 14,484.11 7,126.56 

利润总额 1,450.90 -279.11 

净利润 1,233.24 -279.11 

资产负债率 93.66% 93.7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5、北海港兴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北海港兴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金港大道 1号 501-503室 

法定代表人 莫启誉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船舶港口服务；货物装卸服务；水电安装、工业和民用工程

施工技术开发；机械设备与装卸工属具的设计；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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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租赁。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48,168.47 48,753.80 

负债总额 28,359.53 28,730.1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114.00 11,387.00 

流动负债总额 14,245.53 17,343.1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9,808.93 20,023.67 

营业收入 - 1,668.98 

利润总额 -484.64 214.74 

净利润 -484.64 214.74 

资产负债率 58.88% 58.9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6、北部湾港贵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北部湾港贵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 4月 27日 

注册地址 广西贵港市南平路 

法定代表人 梁煜 

注册资本 9,914.9809 万元 

主营业务 

货物装卸、堆存、中转、散货、件杂货、集装箱、仓储、货

代、港口管理咨询服务，淀粉类国内批发业务（凭有效许可

经营）。（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28,599.89 28,990.21 

负债总额 27,299.70 25,618.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2,592.70 23,311.0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300.19 3,372.18 

营业收入 3,079.55 3,120.05 



 8 

利润总额 -186.38 -329.16 

净利润 -186.38 -327.58 

资产负债率 95.45% 88.37%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7、广西铁山东岸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铁山东岸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2月 1日 

注册地址 广西北海市合浦工业园区创业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斯禄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港口投资及运营管理 

股权结构 

1.公司持股 70%； 

2.玉林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 

3.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7.5%； 

4.合浦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5%。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7,034.10 11,597.92 

负债总额 67.61 79.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67.61 79.3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6,966.49 11,518.58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74.31 -22.91 

净利润 -74.31 -22.91 

资产负债率 0.96% 0.68%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8、北部湾港贵港中转码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北部湾港贵港中转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年 8月 14日 

注册地址 广西贵港市猫儿山 

法定代表人 梁煜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港口业务、货物装卸、堆存、中转、散货、件杂货、集装箱、

仓储、租船订舱、货代、港口管理咨询服务；煤炭批发；淀

粉类国内批发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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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限内经营） 

股权结构 
1.公司持股 78%； 

2.广西西江现代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2%。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公司持有其 78%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2017年（万元） 2018 年 9月 30日（万元） 

资产总额 30,499.16 29,885.52 

负债总额 19,460.95 21,193.3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9,460.95 21,193.3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1,038.21 8,692.14 

营业收入 2,618.66 1,884.40 

利润总额 -1,544.62 -825.98 

净利润 -1,544.62 -2,364.78 

资产负债率 63.81% 70.92%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不超过 2 年内止。 

金额：上述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债务性融

资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公司将在担保额度内，按实际担保金额签署

具体担保协议。 

持股比例及其他股东的担保情况：上述被担保子公司中，广

西铁山东岸码头有限公司、北部湾港贵港中转码头有限公司属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根据《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仅按公

司持有控股子公司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

例分别提供相应担保。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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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因此

上述担保均无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

所需资金，保障其现金流量稳定，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融资成

本，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担保的风险控制判断 

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等 8 家被担保子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不存在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可控，担保风险较小。 

3、持股比例及其他股东的担保情况 

为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仅按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担

保，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分别提供相应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

担保是公平、对等的。 

4、反担保情况说明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均无反担保的情况，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债务性融资提供担

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本次为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其中，

为全资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按 100%提供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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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按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被担保公司股权比例提供担保，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有关规定。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83,744.05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2.07%；本次担保提供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303,744.05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0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亦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交易情况概述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