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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 2019-022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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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天津博迈科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博迈科”）、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博迈科资管”）2019 年度拟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另外公司及子公司天津博迈科、博迈科资管为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而提供的担保总额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其中若涉及外币则以业务

当天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 2019 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确保公司完成年度经营计划和目标，公司及

子公司天津博迈科、博迈科资管 2019 年度拟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6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另外公司及子公司天津博迈科、博迈科资管为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而提供的担保总额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其中若涉及外币

则以业务当天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期限为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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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以上授信额度不等

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担

保合同为准，具体额度使用将视公司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

额度可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二）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 2019 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 2019 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二十七路 53 号 

法定代表人：彭文成 

注册资本：捌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07 月 16 日至 2029 年 07 月 15 日 

经营范围：钢结构的制造、维修；船舶维修及相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石油开发及矿业设备、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机电设备的安装、维修；

场地租赁；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污染品、煤炭）；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展

销；金属材料销售；普通货运；对外贸易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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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03,225,664.47 2,601,798,512.13 

负债总额 460,379,152.11 460,319,855.45 

流动负债总额 360,811,811.78 362,600,119.12 

所有者权益 2,142,846,512.36 2,141,478,656.68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22,392,598.56 127,508,154.09 

净利润 25,600,228.79 -1,668,916.68 

 

（二）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法定代表人：吴章华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08 月 27 日至 2068 年 0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企业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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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9,082,165.62 99,107,319.17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99,082,165.62 99,107,319.17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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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917,834.38 -892,680.83 

 

（三）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 14 号 

法定代表人：彭文成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肆佰壹拾肆万伍仟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08-15 

营业期限：2002-08-15 至长期 

经营范围：钢结构的建造和维修；船舶维修及有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机电设备的安装、维修；代办保税货物仓储；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展销；石油

开发设备设施的设计、建造、安装和调试，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及代理进出口；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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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91,496,178.24 2,762,007,012.36 

负债总额 388,582,932.84 391,009,273.88 

流动负债总额 289,015,592.51 293,289,537.55 

所有者权益 2,402,913,245.40 2,370,997,738.48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96,626,341.68 167,642,028.43 

净利润 7,152,765.61 3,748,414.1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授信额度以及因授信而提供的担保额度为预计的最高限额，尚未签署担

保合同，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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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为：天津博迈科、博迈科资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

对的控制权，本次申请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授信担保系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能够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解决对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公司与其之间提供授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授信担保事

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拟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总额不超过 6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另外公司

及子公司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博迈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而提供的担保总额亦不超过 65 亿元（其中若涉及外币则以业务当

天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我们认为，以上议案是公司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

和货币政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发展需求来确定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事项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部门规章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 2019 年度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5,000 万元人民币

（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 2018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14.57%，均为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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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