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94          证券简称：保税科技          编号：临 2020-028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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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人名称：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保税科技”）、张家港扬子江保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贸易”） 

 被担保人名称：保税贸易、张保同辉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张保同辉（天津）”）、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国际”）、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扬州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石化”） 

 本次担保事项金额合计：本次担保授信总额为 21.32亿元；同时为长江

国际、扬州石化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7,412.62万元，占上市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2.23%。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已发

生的相互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保税贸易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保税贸易授信期限将至，结合 2021年的业务发展需要，

保税贸易申请 2021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维持人民币 20亿元不变。 

保税贸易 2020年度经保税科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总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20亿元（实际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8.53亿元）。为打造专业的贸易金融服务

平台，围绕集团内库区及码头单位做好供应链物流及金融配套服务，保税贸易申



  

请 2021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维持人民币 20亿元不变。具体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

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授信银行 
2020年度 2021年度 

说明 
授信额度 起止日期 保证人 授信额度 保证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33,500 

2020.4.26- 

2021.4.26 
保税科技 30,000 保税科技 调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33,000 

2019.9.25- 

2020.9.25 
保税科技 20,000 保税科技 调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 
20,000 

2020.9.21- 

2021.9.21 
保税科技 2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20,000 

2020.7.29- 

2021.7.29 
保税科技 2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5,000 

2020.8.31- 

2021.8.31 
保税科技 15,000 保税科技 不变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10,000 

2019.6.28- 

2020.6.27 
保税科技 1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0,000 

2020.4.30- 

2021.4.29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调减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5,000 

2020.6.10- 

2021.6.9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调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10,000 

2020.9.29- 

2021.9.29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调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 
3,840 

2019.10.17-

2020.10.14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调增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5,000 

2020.5.19- 

2020.12.11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不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 
5,000 

2020.9.14- 

2021.9.13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不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5,000 

2020.7.1-  

2021.6.30 
保税科技 3,000 保税科技 调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5,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5,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3,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其他拟合作银行       39,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合计 185,340   200,000     

保税贸易上述总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亿元，其中担保期限一年以上五年以

下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2亿元，其余担保期限均不得超过一年，具体担保金额及

担保期限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以上担保事项授权自保税科技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授权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保税贸易在授权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授信银行及授信额

度。保税科技持有保税贸易 100%股权，担保金额为 20亿元。 

（二）为张保同辉（天津）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张保同辉（天津）2020年度经保税科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总授信额

度为人民币 2亿元，全年签约的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为抓住融资租赁

行业良好发展机遇，结合公司的业务需求，现申请 2021年度的金融机构授信额

度维持人民币 2亿元不变。具体授信金融机构及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授信金融机构 

2020年度 2021年度 

说明 

授信额度 起止日期 保证人 授信额度 保证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000 

2020.09.27-

2021.09.26 

全体股东按持股

比例担保，其中

保税科技担保

66% 

3,000 

全体股东按持股

比例担保，其中

保税科技担保

66% 

调增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2,000 

2020.10.16-

2021.10.16 
2,000 不变 

其他拟合作金融机构   15,000 调增 

合计 3,000   20,000   

张保同辉（天津）上述总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亿元，担保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具体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张保同辉（天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由张

保同辉（天津）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担保，其中保税贸易按持股比例担保 66%的

部分，由保税科技提供担保（即不超过人民币 1.32亿元），剩余部分由张保同

辉（天津）其他股东或经金融机构认可的其他主体提供担保。以上担保事项授权



  

自保税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授权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张保同辉（天津）在授权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 

（三）为控股子公司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国际和扬州石化均为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

所）指定的乙二醇期货交割库，长江国际、扬州石化与大商所签订的《大商所指

定交割仓库协议书》即将于 2020年 12月底到期续签。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拟为

长江国际参与期货储存交割等相关业务提供担保；保税贸易拟为扬州石化参与期

货储存交割等相关业务提供担保。 

（四）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保税贸易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张家港保税区石化交易大厦 301室 

法定代表人：唐勇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发（其中危险化学品限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

营）；与物流有关的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纺织原料及产品、文体用品、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金属材料、矿产品（煤炭除外）的购销，汽车销售，食品销售（限按许可证所列

项目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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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42,337,372.59 554,338,567.59 

负债总额 820,423,372.53 260,075,327.84 

所有者权益 321,914,000.06 294,263,239.75 

项  目 2020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00,672,066.06 1,394,240,025.3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7,650,760.31 23,310,012.33 

公司持有保税贸易 100％的股权。 

2、张保同辉（天津）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以北、欧洲路以东恒盛

广场 4号楼-323 

法定代表人：唐勇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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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3,014,793.67 

负债总额 38,766,539.01 

所有者权益 194,248,254.66 

项  目 2020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40,494.9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586,073.38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税贸易持有张保同辉（天津）66%的股权。 

3、长江国际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高福兴 

经营范围：区内管道装卸运输、仓储（危险化学品限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的范围经营）、货物中转、装卸；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与贸易有关的代理业务、提供劳务服务；增值电信

服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社

区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和信息保护和加工处理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

理业务（仅限经营类电子商务），不含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类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网络技术研发及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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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56,187,176.65 1,170,025,167.35 

负债总额 642,772,959.71 377,057,885.48 

所有者权益 813,414,216.94 792,967,281.87 

项  目 2020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27,990,552.23 403,616,752.2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1,364,067.34 146,747,526.23 

公司持有长江国际 90.74%的股权，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外商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持有其 9.26%的股权。 

4、扬州石化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扬州化学工业园区中化路 3号（仪征市区西） 

法定代表人：高福兴 

经营范围：化工品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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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0,060,864.99 171,300,831.44 

负债总额 10,138,435.70 9,502,069.36 

所有者权益 169,922,429.29 161,798,762.08 

项  目 2020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8,595,891.27 29,610,987.4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8,164,014.20 4,264,002.73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国际持有扬州石化 100%的股权。 

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

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根据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产生的对外担保事项，符合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相关内部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担保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1、上市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情况：（1）上市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27,412.62万元，占上市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2.23%。（2）上市公司控股

子公司已发生的相互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0 万元。 

2、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保税科技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