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1-011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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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路钢构”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情况 

2021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建材”）、

涡阳县盛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涡阳盛鸿”）、安徽金寨金鸿诺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金寨金鸿诺”）、金寨鸿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寨鸿路建材”）、宣城市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城市盛鸿”）、

湖北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鸿路”）、 颍上县盛鸿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颍上盛鸿”）、 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涡阳鸿锦”），2020 年度银行授信担保将陆续到期，为保障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拟对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2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总

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 41.50亿元，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后一年，具体明细情况如

下表： 

 

1、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39.50亿元的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备注 



 

 

 

2、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2亿元的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

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备注 

鸿路钢构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0,000.00 
子公司鸿翔建

材担保 

合计 20,000.00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向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

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仍需公司与子公司向相关银行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

名称 

鸿翔建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行 32000 母公司担保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母公司担保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8000 母公司担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2000 母公司担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0000 母公司担保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0000 母公司担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000 母公司担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000 母公司担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10000 母公司担保 

涡阳盛鸿 

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母公司担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行 15000 母公司担保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0000 母公司担保 

安徽金寨

金鸿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53000 母公司担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 10000 母公司担保 

金寨鸿路

建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20000 母公司担保 

涡阳鸿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行 50000 母公司担保 

宣城市盛

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0000 母公司担保 

颍上盛鸿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0000 母公司担保 

湖北鸿路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行 23000 母公司担保 

  合计 395000   



 

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

程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 41.50亿总

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与各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公司为上

述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

关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鸿路钢构 2002 年 9 月 19 日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52371.89 
钢结构、彩板制

作、销售 

鸿翔建材 2005 年 10 月 28 日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40000 
钢结构、彩板制

作、销售 

涡阳盛鸿 2016 年 11 月 25 日 
涡阳县经开区将军大道

南侧、星园路东侧 
11800 

新型建筑材料研

发、生产、销售 

安徽金寨金鸿诺 2016 年 12 月 13 日 
金寨现代产业园区天堂

湖路与金刚如路交口 
15000 

新型建筑材料研

发、生产、销售 

宣城市盛鸿 2017 年 10 月 09 日 
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 
3000 

建材研发、生产、

销售 

湖北鸿路 2007 年 7 月 21 日 湖北省团风经济开发区 46600 
钢结构生产、加

工、安装及销售 

颍上盛鸿 2018 年 10 月 10 日 颍上县经开区 3000 

建材研发、生产、

销售；钢结构、

彩板制作、安装 

金寨鸿路建材 2020 年 8 月 11 日 

安徽金寨现代产业园天

堂湖路与笔架山路交叉

口西南角 

 

1500 

新型建材研发、

生产、销售；钢

结构、彩板制作、

安装 

涡阳鸿锦 2017 年 8 月 1 日 
涡阳县经开区西阳产业

集群专业镇 
3000 

新型建材研发、

生产、销售；厂

房出租、厂房出

售 

 

2、被担保人 2018 年度和 2019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9 年度）   单位：元 

被担保人名
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
例（直接
和间接）
（%） 



 

鸿翔建材 2,320,532,909.78 
594,047,690.4

8 
9,501,654,431.52 43,808,174.74 100 

湖北鸿路 2,895,252,047.32 
1,200,582,033

.63 
3,825,080,062.00 

124,763,342.3

2 
100 

涡阳盛鸿 1,003,909,024.80 
287,868,477.0

2 
3,015,452,643.51 46,458,023.30 100 

安徽金寨金鸿

诺 
306,585,831.30 

103,568,953.4

6 
995,916,970.85 30,012,794.89 100 

宣城市盛鸿 228,349,586.95 33,557,183.38 352,344,936.71 1,991,163.29 100 

颍上盛鸿 160,006,869.90 27,388,341.27 -- -2,611,658.73 100 

涡阳鸿锦 48,821,265.58 48,517,339.71 -- -1,834,268.12 100 

金寨鸿路建材 -- -- -- -- 100 

 

（2018 年度）   单位：元 

被担保人名
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
例（直接
和间接）
（%） 

鸿翔建材 1,973,992,673.31 
550,239,515.7

4 
6,489,332,592.54 46,823,572.34 100 

湖北鸿路 2,439,037,832.69 
1,075,818,691

.31 
2,768,876,161.91 

152,841,044.6

1 
100 

涡阳盛鸿 607,835,634.70 
135,410,453.7

2 
1,703,082,665.51 70,209,149.29 100 

安徽金寨金鸿

诺 
211,618,070.86 73,556,158.57 1,047,751,710.06 69,358,697.41 100 

宣城市盛鸿 125,434,486.87 21,566,020.09 65,839,977.03 1,653,874.09 100 

涡阳鸿锦 50,503,570.98 50,351,607.83 -- -1,549,066.21 100 

金寨鸿路建材 -- -- -- -- 100 

颍上盛鸿 -- -- -- --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

额依据子公司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1年 2 月 19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65195.45 万元人民

币，占最近一期(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33.45%，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零，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

项审议通过后，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41.50亿元。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