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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9           证券简称：山东出版         公告编号：2020-009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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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及山东省出版对

外贸易有限公司；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志出版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27.40亿元人民币。 

 担保余额：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

公司、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山东高志出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山东出版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44,528.74万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公司 2020 年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提高公司子公司的融资能力，根据公

司业务发展的融资需求，2020 年 4 月 28 日，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2020年度，公司拟为全资子公

司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3 亿元；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

汇票、贸易融资、保函担保等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亿元；公司拟对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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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志出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为 4 亿元；公司拟对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0.4亿元。 

上述担保共计 27.40亿元，担保方式为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用   途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印刷物资有

限公司 
3 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出版对外贸

易有限公司 
20 

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

证、银行承兑汇票、贸

易融资、保函担保等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高志出版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4 

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

证、银行承兑汇票、贸

易融资、保函担保等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富纤林纸香港有限

公司 
0.4 

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

证、贸易融资、保函担

保等 

合    计 27.40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上述额度内

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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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权期限内任意时点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7.40 亿

元，超出上述额度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

才能实施。 

上述议案还须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 69号 

法定代表人：沈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印刷用纸、印刷设备及印刷器

材（按目录）、普通机械、造纸原料销售；展览和会议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广告设计、策划；房屋及仓库租赁；煤炭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 

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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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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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为山东出版持有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107,506.23 万

元，负债总额 27,331.8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19,573.55

万元，资产净额 80，174.43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16，221.44 万元、净利润

4,545.91 万元。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 69号 

法定代表人：沈铁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

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纸张、纸浆、木材、造纸印刷机械及器材、

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煤炭、汽车的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开

发、安装、维修与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网络工程安装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办公用品、印刷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医疗设备、水处理设备、日用百货、工艺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国内广告业务；展

览和会议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及培训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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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为山东出版持有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

公司 100%的股份。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54,255.88

万元，负债总额 37,643.4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83.6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7,643.45 万元，资产净额 16,612.43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09,651.08 万元、

净利润 1,066.30万元。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山东高志出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北京路 43号办公楼三楼 069号 

法定代表人：沈铁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租赁，汽车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代办车辆过户、挂牌、年检；物流分拨（不含运输）；纸张、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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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煤炭的贸易；国际贸易、转口贸易、

区内企业之间贸易及贸易项下加工整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一

般商务信息咨询；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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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为山东省出版对外

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山东高志出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山东高志出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0,941.76

万元，负债总额 19,916.0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6.8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9,916.08万元，资产净额 1,025.68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6,018.47 万元、净

利润 311.90 万元。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UNIT 1015 10/F BLK A NEW MANDARIN PLAZA 14 SCIENCE MUSEUM RD 

TSIM SHA TSUI EAST KL, HONG KONG 

董事：沈铁、穆龙、侯春林 

经营范围：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和销售，委托加工。 

类型：山东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为山东省出版对外

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619.26 万元，

负债总额 1,356.6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1,356.67万元，

资产净额 262.60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4,447.44 万元、净利润 93.24 万元。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 2020 年度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实施时由担保

人、被担保人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协议内容协商确定，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

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以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家全资子公司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山东省出版

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及山东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 2 家全资子公司山东高志出版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拟申请的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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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担保等共计 27.40 亿元的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需要，符合公司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可控。同意《关

于公司 2020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家全资子公司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山东省出

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及山东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 2 家全资子公司山东高志出版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富纤林纸香港有限公司 2020年度拟申请的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

开证、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担保等共计 27.40 亿元的一般保证或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需要，符合公司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没有发现侵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相关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意《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

权公司总经理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只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