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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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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

2019年 1月 1日至授权有效期截止日新设的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55.35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否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15 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暨 2018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2019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止融资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 2019 年度经营及投资并购需求，为提

高决策效率、高效制定资金运作方案，公司 2019 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实际使用即敞口额度）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5.35 亿元的担

保。 

同时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

下，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该担保额度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

司 

与公司关

系 
拟办理银行 

拟担保敞口额度

（万元）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诺德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光大银行 12,000.00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15,000.00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50,000.00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深圳百嘉达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 10,000.00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 16,000.00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深圳百嘉达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澳门银行 
11,000.00 

（港元）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深圳百嘉达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农商行 7,000.00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 中国银行 10,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电子材

料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 10,000.00 

国家开发银行 10,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 10,000.00 

兴业银行 40,000.00 

中信银行 10,000.00 

青海银行 22,500.00 

西宁农商行 22,000.00 

光大银行 10,000.00 

包商银行 10,000.00 

招商银行 10,000.00 

浦发银行 18,000.00 

华夏银行 8,000.00 

江苏金茂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10,000.00 

贵安恒信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公司 
10,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诺德新

材料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青海银行 10,000.00 

兴业银行 5,000.00 

光大银行 5,000.00 

中信银行 5,000.00 

浦发银行 5,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联合铜

箔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 5,000.00 

厦门国际银行 5,000.00 

浦发银行 10,000.00 

中信银行 10,000.00 

华润银行 5,000.00 

华鑫思佰益融资

租赁（上海）有

限公司 

5,5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联鑫电

子工业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光大银行 6,000.00 

江苏银行 5,000.00 

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3,000.00 

中国建行银行 3,000.00 

中信银行 5,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百嘉达

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工商银行 20,000.00 

吉林银行 18,000.00 

中国信托银行 1,500.00 

广州农商行 10,000.00 

中国银行 10,000.00 

兴业银行 5,000.00 

中信银行 10,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上辐电

线电缆高技

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湖州银行 4,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长

春高技术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信银行 5,000.00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诺德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光大银行 6,000.00 

华夏银行 10,000.00 

厦门恒驰汇通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10,000.00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 

苏州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0,312,097

元。主要从事以自有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以及其他项目进行投资：新材料、

新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铜箔和铜箔工业设备及锂离子电池材料生产、

销售（易燃易爆及有毒化学危险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诺德股份总资产 72.83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36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 9,721.66 万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66.28%。 

2、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注

册资本 9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东路 7号，经营范围：

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电解铜箔产品。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

公司的铜箔生产基地之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资产 29.41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10.38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2,944.29

万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64.71%。 

3、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7.4 亿元，注

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东路 9号，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电解铜箔专用

设备、电解铜箔产品、LED节能照明产品、覆铜板、线路板、电子材料。青海诺

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铜箔生产基地之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青海

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8.6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3.4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为-850.13 万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59.83%。 

4、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

册资本 2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湖镇镇罗口顺，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线路板所用之不同规格的电解铜箔，成套铜箔工业生产的专用设备和成

套技术，LED节能照明产品、数位电子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惠州联合铜箔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铜箔生产基地之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惠州

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4.52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2.24 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4,890.46 万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50.51%。 

5、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注册资

本 2,590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湖路 699 号，经营范

围为：生产、加工电子专用材料（铜面基板），新型电子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

材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3.15 亿元



人民币，净资产 1.37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320.96 万元人民币（经审计）,资

产负债率为 56.47%。 

6、深圳百嘉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注

册资本人民币 5亿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栋 201

室，经营范围：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业务。截

止 2018年 12月 31日，深圳百嘉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13.14亿人民币，

净资产 5.3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1,709.21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59.32%。 

7、湖州上辐电线电缆高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注册地址：湖州市敬业路 688号，经营范围：电线电缆、

电缆母料、电缆附件的辐射加工。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湖州上辐电线电缆

高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1.24 亿人民币，净资产 6,979.0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55.03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3.72%。 

8、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注册

资本人民币 1 亿元，注册地址：长春市高新北区航空街 1666 号，经营范围：高

分子材料冷缩、热缩产品、高压电缆附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

资产。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8,637.21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1,379.0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567.19万元人民币，资产负

债率为 84.03%。 

9、深圳诺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

5962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和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非银行融资类）；计算

机软件开发，互联网技术开发。（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深圳诺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 14.1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9.43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8,637.47 万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33.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主体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新增担保总额仅为预计发生

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如公司股

东大会通过该项授权，公司将根据下属公司的经营能力、资金需求情况并结合市



场情况和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融资方式，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履行相关担

保事项。发生实际担保情况时，公司将按规定履行进一步的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 2019年度担保预计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 2019年度经营及投

资并购需求，关于担保事项的或有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以上担保额度已经出席董事会会议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共对外担保 22.15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03.7%，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的公

司资产负债率为 66.28%，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6日 


	pag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