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170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5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4日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合并报表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44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尚

需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适用期限为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重新核定申请担保额度之前。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确保其资金流畅通，同时加强公

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增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和合

理性，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总计不超过440,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

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明

细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万元） 

1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80,000 

2 贵港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 15,000 

3 徐州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 20,000 

4 北京世纪阿姆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000 

5 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0 

6 深圳市好阳光肥业有限公司 6,000 

7 深圳市芭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3,000 

8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进行担保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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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40,000 

 

上述计划仅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

拟定担保额度，担保协议由担保人、被担保人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确定，签约时

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以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此担保

事项需经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 1.5 年，

或至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新授权为止，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

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

范围之内。担保对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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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

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含

间接持股）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点 主营业务 

贵州芭田生

态工程有限

公司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29980 100% 吴益辉 

贵州省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瓮

安县工业园区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化肥（各种复合肥、新型肥料等）、化工原料、新材

料、建筑材料的研发及产品的生产、购买、销售；矿山资源开发利用

及矿产品的生产、购买、销售；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形成产品的生产、

购买、销售。） 

贵港市芭田

生态有限公

司 

2006 年 09 月

05 日 
22943.2 100% 吴益辉 

贵港市港北区上

江码头 

生产销售复混、复合肥料高浓度、掺混肥料、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

微生物肥料、水溶肥料、有机肥料；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

仓储经营。化肥、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购销。 

徐州市芭田

生态有限公

司 

2005 年 08 月

25 日 
21377.178 98.60% 潘有理 

沛县能源经济技

术开发区郝寨路

南 

生产销售多元复合肥和其它肥料；化肥和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购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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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世纪阿

姆斯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1996 年 11 月

21 日 
5017.8498 100% 邓祖科 

北京市海淀区天

秀路 10号中国农

大国际创业园 3

号楼 5 层 5029 

开发生物产品、微生物菌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土壤调理剂、生

物有机肥、有机肥料；销售自产产品；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销售化

肥、农药（不含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农药）、农膜；零售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

营；生产生物产品、微生物菌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土壤调理剂、

生物有机肥、有机肥料；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水污染治理；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辐射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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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和原生态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09 年 06 月

26 日 
10000 97.20% 华建青 

深圳市南山区粤

海街道高新技术

园学府路 63号联

合总部大厦 30楼

30A 室 

生产、经营及零售多元复合肥和其他肥料（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

照，由分支机构经营），农资产品用具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肥料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测土配方配肥技

术服务；农副产品购销；农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农业技术培训、

企业管理培训。^农药经营；药肥经营。 

深圳市好阳

光肥业有限

公司 

2001 年 12 月

25 日 
3079 100% 焦付安 

深圳市宝安区松

岗镇江边村 

农资产品用具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肥料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测土配方配肥技术服务；农副产品购销；

农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购销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剧毒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及零售多元复合肥料、复

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缓释肥料及其它肥料（生产

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另行申办营业执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 

深圳市芭田

农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 

2009 年 04 月

02 日 
500 100% 郑少敏 

深圳市南山区粤

海街道滨海社区

高新南十道 63号

高新区联合总部

大厦 30层 B 室 

化肥零售；其他肥料、农资产品用具的购销；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滴灌、喷灌、微灌、温室大棚、灌溉自动化控制器；

及承接相应的工程设计安装；农用机械设备等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 

注：以上公司暂无评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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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对象 2019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元 

 

被担保人名称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贵州芭田生态

工程有限公司 
3,349,010,777.88 2,225,805,257.64 1,123,205,520.24 1,753,035,366.01 22,415,543.50 16,606,955.03 

贵港市芭田生

态有限公司 
557,028,898.10 204,445,410.79 352,583,487.31 735,211,692.55 72,293,458.74 63,590,013.27 

徐州市芭田生

态有限公司 
1,906,597,742.29 1,597,669,136.22 308,928,606.07 754,588,380.77 38,569,867.11 34,759,109.84 

北京世纪阿姆

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1,170,253,655.43 983,946,213.42 186,307,442.01 898,881,803.59 57,838,864.37 51,103,863.27 

和原生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128,553,102.53 77,580,509.22 50,972,593.31 17,247,127.43 -10,571,946.18 -10,571,946.18 

深圳市好阳光

肥业有限公司 
48,254,611.06 6,289,326.65 41,965,284.41 6,939,619.20    -358,568.36  -422,954.34 

深圳市芭田农

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4,460,082.41 860,328.99 3,599,753.42 0.00     -21,129.66      -21,1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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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对象 2020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单位：元 

被担保人名称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贵州芭田生态

工程有限公司 
 3,927,297,126.73   2,769,646,807.05   1,157,650,319.68   1,440,330,479.95   48,261,818.72   34,444,799.44  

贵港市芭田生

态有限公司 
 877,785,664.35   499,497,983.50   378,287,680.85   425,668,440.14   27,199,447.15   25,704,193.54  

徐州市芭田生

态有限公司 
 2,373,639,221.58   2,042,920,944.33   330,718,277.25   528,116,243.33   22,899,679.03   22,162,831.39  

北京世纪阿姆

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1,325,362,340.42   1,135,430,673.64   189,931,666.78   219,739,518.91   8,484,652.53   3,619,936.41  

和原生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15,992,889.46   168,093,227.28   47,899,662.18   13,546,855.36   -3,072,931.13   -3,072,931.13  

深圳市好阳光

肥业有限公司 
 45,220,588.42   4,162,859.77   41,057,728.65   516,240.00   -907,555.76   -907,555.76  

深圳市芭田农

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6,211,121.05   1,843,323.97   4,367,797.08   2,378,227.15   848,518.64   768,0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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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

由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合作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

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公司累计担保金额及数量 

（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并无对外担保事项。 

（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数量 

截至2021年1月31日，公司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对深圳市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129,000万元，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21,600

万元，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2,000万元，贵港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对深圳市芭田生态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3,000万元。 

（三）公司累计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是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规范加强担保的日常管理，增强公司担保行为的计划

性与合理性，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经营效率，对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子公司之间

互保及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的年度担保总额度进行预计并履行审议程序。公司本

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其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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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