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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0  证券简称：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15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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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第十一次董事

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目前，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累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7370 万元（各子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除外）。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要求，经公司董事局认真预测和研究，根据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和需要，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

为下属子公司、孙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间申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

信托、融资租赁、保理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时提供对外担保，同时，公司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相

关规定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相关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明细如

下： 

序

号 
被担保单位 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备注 

1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

限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37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续担保 

2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

限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3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

限公司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

公司 
5000 抵押担保   

4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

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5 
四川金路仓储有限

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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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川金路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7 
四川金路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8 
广汉金路亨源石化

有限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连带责任担保   

9 
金路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10 
中江金仓化工原料

有限公司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 
 

 合计   8537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罗江县东外 

法定代表人：任勇 

注册资本：38,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合成树脂及塑料、无机盐、氯碱（氢氧化钠、液氯、盐酸）、

烃类及其卤化物、硝化物、氧化物及其衍生物、甜味剂制造、销售，汽车

危险品货运。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79,603.32

万元，负债总额 22,606.26万元，净资产总额 56,997.06 万元。上述财务

报告已经审计。 

2、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阿坝州茂县 

法定代表人：顾明聪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电石生产、销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1,327.14 万元，负债总

额 40,600.63 万元，净资产总额 726.51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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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汉市西外乡金谷村 

法定代表人：赵代仁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甲醇、溶剂油、苯、二甲苯、乙醇、石脑油、甲基

叔丁基醚、汽油、柴油、煤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0日）。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及易燃易爆物品）化肥、建材、钢材、电线电缆、五金交电、塑料制品；

装卸服务；石油化工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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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857.25 万元，负债总额

261.88 万元，净资产总额 4,595.37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4、四川金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罗江县景乐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 曾加林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股 51%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物流信息与管理服务、货物配

载、汽车修理与维护、车辆检测、企业管理服务、装卸服务、仓储服务、

货运代理；交通运输技术咨询、商务咨询；销售：汽车配件、物流用品、

及消耗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建材及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非金属

矿及制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百货、聚氯乙烯树脂化工产品、石灰矿石、

煤渣、电石渣、金属、纸制品包装物、塑料包装物；汽车修理与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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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585.46 万元，负债总额

651.32 万元，净资产总额 934.14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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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什邡市洛水镇菜蔬村 

法定代表人：秦辉礼 

注册资本：7,707.5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生产中高档压延人造革、中高档压延薄膜系列产品、高档

墙革、地板革、汽车内饰革；销售本公司产品；室内、外装饰设计与施工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670.93 万元，负债总额

7,133.59 万元，净资产总额-1,462.66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6、广汉金路亨源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汉市西外乡金谷村 

法定代表人：陈新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持股 51% 

经营范围：批发（仅限票据经营）：溶剂油[闭杯闪点≤60℃]、石脑

油、次氯酸钠溶液、甲醇、乙醇、正丁醇、甲基叔丁基醚、汽油、柴油、

磺化煤油、甲醛溶液、2,3-甲基苯胺、异辛烷、氢氧化钠（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3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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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55.42 万元，负债总额

1,435.09 万元，净资产总额 220.33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7、金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天津自贸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张振亚 

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60%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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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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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7.01 万元，负债总额 

32.31万元，净资产总额-15.30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8、中江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江县 

法定代表人：缪孝洪 

注册资本：5200 万元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57%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盐卤、化工产品、提供运输、探矿、采矿服务。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825.72 万元，负债总额 

886.24 万元，净资产总额 3,939.48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9、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彭朗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0% 

经营范围：仓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38.78 万元，负债总额 

1.75万元，净资产总额 1637.03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及抵押担保。 

2、担保额度：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孙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间申

请授信担保累计不超过 85,370 万元，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各被担保

方在办理金融机构授信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

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规定前提下可进行调剂使用。同时，公

司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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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相关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3、其他说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要求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金融机

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7,370 万

元（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 

2.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董事局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担保计划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2.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孙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间提供担保，是为了

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子公司持续经营和稳定发展； 

3.公司提供担保的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

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控； 

4.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决议合法有效。 

六、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董事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在上述担保事项及

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法律文本，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