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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93.33%股权）本次综合授信

担保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授信期限均为一年，由福建龙净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龙

净科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本次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00 万元，授信期限

为一年，由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3、本公司间接控股公司福建新大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合计为 85,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由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

额为人民币 22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及子公司需对该授信事项下的授信敞

口总额 161,500 万元向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授信敞口在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以授信敞口总额为限调剂使用。 

※ 截止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及反担保余额为 85,407.2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91%。（1）对其他法人公司提供的反

担保余额为 9,221.2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3%。（2）本公司

内部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 76,186.0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5.09%。 

※ 是否需要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尚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截止本信息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内容 

公司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二环世

纪星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具体日期以银行授信协议期限为

准。此次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合计为 14,000 万元，

申请由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本公司间接控股公司江苏龙净科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盐

城城中支行申请人民币 1,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银行承兑汇票、国

际信用证和保函，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日期以银行授信协议期限为准。该授信

由其母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三）本公司间接控股公司福建新大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申请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以上授信期

限均为一年，具体日期以银行授信协议期限为准。此次福建新大陆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合计为 85,000 万元，特申请由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公司拟继续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集团授信额度，内容包括外

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

办保理业务、票据池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他

业务。公司及子公司需对该授信事项下的授信敞口总额 161,500 万元向兴业银行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授信敞口在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以授信敞口总额为限调

剂使用。具体内容如下： 

1、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

额为人民币 22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敞口 161,500 万元由西安西矿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子公司福建龙净脱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

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20,000 的授信额度，内容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

用证、票易票、保理、票据贴现等其他业务，授信敞口 10,000 万元由福建龙净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子公司厦门龙净环保物料输送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岩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3,500 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保函、

信用证、票易票、保理、票据贴现等其他业务，授信敞口 500 万元由福建龙净脱

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子公司龙岩龙净环保机械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5,000 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

票易票、保理、票据贴现等其他业务，授信敞口 2,000 万元由福建龙净脱硫脱硝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子公司福建龙净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2,000 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

票易票、保理、票据贴现等其他业务，授信敞口 1,000 万元由龙岩龙净环保机械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子公司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4,500 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

票易票、保理、票据贴现等其他业务，授信敞口 1,000 万元由福建龙净脱硫脱硝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担保业务，其所签署的各项相关

合同（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认，由此产

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20 号华晶广场 B 座 7 层。 

法定代表人：陈贵福。 

注册资本：7,5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除尘器、袋除尘器及其成套设备、烟气脱硫、脱硝成套设备、

零配件的开发、设计、制造、安装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改造；起重运输

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风机、通用机械、环保成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改

造、安装与技术咨询、服务；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钢材、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百货、纺织品的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89,321.9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52,432.18 万元、净资产为 36,889.80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702.91 万元、净利润 1,084.31 万元。 

（二）江苏龙净科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盐城亭湖区环保科技城凤翔路 198 号（28）。 

法定代表人：邓立锋。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经营范围：烟气脱硝催化剂再生技术研究、技术检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环境监测

仪器、机电一体化产品、检测仪器和仪表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安

装与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再生、处置、利用 SCR 脱硝催化剂；脱硝催化剂及配

件、钨酸钠、钛白粉、粗钛粉、钛钨粉、钢材的批发、零售；钢结构制作、安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4,125.66 万元、负

债总额 为 30,622.81 万元、净资产为 3,502.85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102.59 万元、净利润-3,352.98 万元。 

（三）福建新大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1 号新大陆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林冰。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环境保护产品的研究、设计；现代紫外 C 消毒设备、臭氧

发生器、有害气体光化学处理设备、压载水处理设备的生产、服务；环境污染防

治工程省级生活污水、医院污水、有毒有害废气（含恶臭）专项设计、施工；环

保工程咨询等。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5,850.58 万元、负

债总额 为 41,827.33 万元、净资产为 4,023.2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384.38 万元、净利润 2,849.07 万元。 

 

（四）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工业中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何媚。 

注册资本：106,905 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

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节能工程、环保工程、生态保护工程、电力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河湖整治工程的设计、施工；节能技术、环保技

术推广服务；环保咨询；生物质能发电；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物料搬运设

备、连续搬运设备制造；装卸搬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市政设施、环境卫生管理；土地整治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对外贸易。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446,570.0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10,289.35 万元、净资产为 436,280.70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795,598.09 万元、净利润 133,108.68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授信担保，其经营活动由公司统一管理，经营风险可控。

上述担保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该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及反担保余额为 85,407.24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91%。（1）对其他法人公司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

9,221.2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3%。（2）本公司内部母子公

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 76,186.0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9%。

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