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2019-13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 

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3 月 19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在 2019 年度为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并拟同意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

为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以上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34,000 万元人民币（均为对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以上担保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总额不超过 134,000 万元人民币（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18 年底净资产（经审计的合并数据）的 73.35%，以上

担保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金额如下：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提供 57,000 万元

保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五台云海镁业有限公司提供 20,000 万元

保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

9,000 万元保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南京云开合金有限公司提供 13,000 万元

保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惠州云海镁业有限公司提供 9,000 万元保

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扬州瑞斯乐复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11,000 万元保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南京云海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保证担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瑞宝金属(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

保证担保。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

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的担保，

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做出决议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概况：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公司持股比例 

1 
五台云海镁业有

限公司 

五台县城

区工业园

1 号 

15,000 万元人

民币 

金属镁、镁合金产品；金属锶和其

它碱土金属及合金的生产与销售；

铝合金的生产和销售；以上产品设

备和辅料的制造和销售。白云石销

售；镁、铝合金压铸件的生产与销

售；上述产品的出口业务、相关商

品的进口业务及国内批发（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国家专

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许可

项目按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100% 

2 

扬州瑞斯乐复合

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高邮经济

开发区波

司登大道 

15,000 万元人

民币 

铝合金型材、模具、铝合金电机壳

及配件、铝合金门、窗、建筑门窗

及幕墙生产、加工、安装、销售，

高端铝棒、铝型材、多孔微通道、

微通道铝管及金属复合材料、制

冷、空调设备及其零部件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安装，并提供相

关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

100% 



 

 

术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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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巢湖云海镁业有

限公司 

巢湖市夏

阁镇华巢

大道 1 号 

22,000 万元人

民币 

镁合金产品及金属镁、白云石等副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铝合金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以上产品设备和辅料

的制造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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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4 

南京云海轻金属

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 

南京市溧

水洪蓝镇

金牛南路

600 号 

8,000 万元人

民币 

轻金属制品和材料的研发、精密制

造及销售，相关模具和设备的研

发、设计、制造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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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5 
南京云开合金有

限公司 

南京市溧

水区晶桥

镇云海路 

2,000 万元人

民币 

镁合金、铝合金、中间合金产品及

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以

上产品的相关废料回收及销售；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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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6 
惠州云海镁业有

限公司 

博罗县泰

美镇板桥

工业区 

 

5,000 万元人

民币 

研发、生产、销售：镁合金、铝合

金材料及其制品、模具、生产设备。 

 

100% 

7 
南京云海金属贸

易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

水经济开

发区 

10,000 万元人

民币 

金属镁、镁合金、金属锶、碱土金

属、合金、铝合金、锌合金、机械

设备、工装、辅料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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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8 
瑞宝金属(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 880 万港币 公司产品海外销售 100%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基本财务状况，以下数据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负债率 

（%） 

1 
五台云海镁业

有限公司 
769,171,966.37  517,966,107.58  977,911,585.07  103,849,411.47  91,069,573.73  32.66 

2 

扬州瑞斯乐复

合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488,131,438.11  188,912,068.92  271,229,484.14  30,818,326.03  26,636,660.86  61.30 

3 
巢湖云海镁业

有限公司 
1,182,804,858.54  521,248,664.18  942,521,887.15  94,869,612.40  82,396,926.29  55.93 

4 

南京云海轻金

属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 

241,982,398.03  97,819,194.05  200,097,060.05  5,519,849.63  6,171,213.98  59.58 

5 
南京云开合金

有限公司 
310,827,447.41  100,161,360.49  519,337,264.09  27,444,460.18  24,264,659.19  67.78 

6 
惠州云海镁业

有限公司 
177,904,382.03  100,406,166.41  207,465,951.18  3,641,104.57  -1,780,418.09  43.56 

7 
南京云海金属

贸易有限公司 
253,575,359.89  91,736,998.80  372,133,551.13  -4,738,091.57  -1,103,390.73  63.82 

8 
瑞宝金属(香

港)有限公司 
191,780,606.59  16,147,350.82  346,481,551.32  -782,028.99   -782,028.99  91.5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

保的议案》是确定公司 2019 年度担保的总体安排，经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公司将与银行办理相关手续，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未提供反担保。贷款主要用于补充上述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用流动资金。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本次担保额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降低财务成本。 

被担保的均为全资子公司，各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财

务风险可控，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上述被担保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担保风险比较小。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以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

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担保按照相关程序进行

审议，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同意《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为参股子公司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按股权比例同比

例提供担保外，公司（包含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发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以外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今的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包含控股、参股子公司在内）对外担保余额为 70,2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8.4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期，公司（包含控股、参股子公司在内）对外担保余额为

71,2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8.98%。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34,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 73.35%，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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