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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1-018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非关联交易类型 

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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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具体详见公告。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1.33 亿元；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被担保人实际提供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50.27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对外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介绍 

1.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接续人民币 7 亿元担保，具体情况如



2 
 

下：  

（1）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勘院）拟接续人民币 0.4亿元银行授信，需要公

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0.4 亿

元。 

（2）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十二冶）拟接续人民币 2.1 亿元银行授信，需要公司为上述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1亿元。 

（3）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国际（天津）建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建设）拟接续人民币 2亿元银行授信，需要公司为上述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 

（4）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设备公司）拟接续人民币 2.5 亿元银行授信，需要公司为上述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 

2.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之间拟接续人民币 24.33 亿元担保：  

（1）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冶）

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长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建设）接续

合计人民币 1.9亿元的担保。 

（2）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冶公司）与下属 6 家子公

司（咸阳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钢构）、河南九冶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九冶）、陕西中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勉公司）、汉中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中九冶）、郑州九冶

三维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冶三维）、新疆九冶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疆九冶））互相接续合计人民币 20.11亿元的担保。 

（3）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成公司）为中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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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工程）提供人民币 2.32 亿元

接续担保（其中人民币 1 亿元的担保金额，系就山东工程为万成公司

提供的人民币 1亿元担保提供的相同额度担保）。 

在上述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被担保方

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全资子公司使用，被担保方为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股子公司使用。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年度非

关联交易类型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无需要回避表决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勘院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廖从荣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579号康庭园1栋101号 

成立日期：1992年10月17日 

主营业务：测绘、工程勘察、建筑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工程总承包；

城乡规划编制、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地质勘查；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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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础工程、特种工程、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水土及岩石分析试验；科研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自有房

屋及设备、铝合金模板、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租赁；环保工程设施施工、

专业承包、设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劳务分包；提供

以上专业的人员培训服务（不含学历教育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复

印晒图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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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勘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长勘院（经审

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19,77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2,368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人民币74,091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25,890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37,403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8,915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897万元。截至2021年2月28日，长勘院（未经审计）资产总

额人民币122,66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2,75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人民币69,869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28,39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9,910万元；2021年1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5,441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426万元。 

长勘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十二冶 

公司名称：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3341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瑞平 

注册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街2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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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89年5月31日 

主营业务：承包境内外冶炼、房屋建筑、矿山、市政公用、机电

安装、公路、化工石油、钢结构、地基与基础、建筑装修装饰、炉窑、

送变电工程施工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工程检测试验；无损检测理化

试验；自有房屋租赁；工程机械修理；设备租赁；建筑材料生产、销

售，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压力容器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用）；以自有

资金对矿业投资，矿产品、金属材料、装潢材料、五金、普通机械设

备、机电设备、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煤制品（危化品除外）、铁

矿粉、铝矾土的销售。承装、承试、承修电力设施；特种设备安装；

压力管道安装（除危险化学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园林绿化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冶金行业（金属冶炼工程，冶金矿山

工程）专业甲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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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冶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金、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十二冶（经审

计）资产总额人民币453,57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14,410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人民币411,560万元，保理借款人民币14,000万元，银行

借款人民币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9,163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142,53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7,412万元。截至2021年2月28

日，十二冶（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432,887万元，负债总额人

民币393,69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390,843万元，保理借款人民

币14,000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9,195万元；

2021年1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7,69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6万

元。 

十二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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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津建设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天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22,85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华国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58号5-801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5日 

主营业务：承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矿

山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经销建材;有色金属产品销售、租赁;广告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纸制品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

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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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安装、维修;压力容器制造、压力管道安装(取得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自有机器设备租赁;自有厂房租赁

(限分支机构经营);建筑材料租赁；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限分支

机构经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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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建设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建设（经

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78,370.5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62,881.1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54,097.13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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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5,489.4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85,205.4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839.93万元。截至2021

年2月28日，天津建设（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60,816.78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145,473.3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34,799.84

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17,500.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5,343.41万

元；2021年1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8,394.64万元，净利润人民

币-224.46万元。 

天津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设备公司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再云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310室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日 

主营业务：销售机械设备、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煤炭、焦炭、

针纺织品、医疗器械I类、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汽车；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专业承包；建设项目工程管理；工程勘察

设计等 

设备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

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设备公司（经

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204,82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226,429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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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81,282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18,430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21,609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5,645万元，净利润人

民币-44,853万元。截至2021年2月28日，设备公司（未经审计）资产

总额人民币204,98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208,127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人民币162,688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17,330万元，中铝国际委托

借款人民币153,9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142万元；2021年1月-2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71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00万元。 

设备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长城建设 

公司名称：中铝长城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68,536,261.13元 

股权结构：六冶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苏晓鹏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汝南路81号 

成立日期：1979年10月25日 

主营业务：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壹

级,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炉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贰级，预拌商品混

凝土专业承包叁级, 室内装饰工程施工,承包境外冶炼工程和境外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及对外派遣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压力容器制造, 压力管道安装,压力管道

元件制造,锅炉安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及保养，非标准设

备制作，桥架制造，配电盘柜制造，混凝土预制品生产，混凝土销售，

汽车运输，设备租赁，机械加工，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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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建设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长城建设（经

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40,482.72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79,521.3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75,237.64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10,00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90,38.6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510.5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6,577.56万元。截至2021年2月28

日，长城建设（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30,003.59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171,582.2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67,298.50万元，银

行借款人民币10,0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1,578.61万元；2021年1

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573.0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703.33

万元。 

长城建设为六冶的全资子公司。 

（六）九冶公司 

公司名称：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2,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约 72.08%、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约

7.23%、西咸新区九冶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约 4.98%、

西咸新区九冶立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约 5.53%、西咸新

区九冶同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西咸新区九冶益新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约 5.1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聂玉栋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北侧 

成立日期：200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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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冶金工程、矿

山工程、钢结构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管道工程、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公路工程、管道安装、塔吊拆装；石油

化工工程、电力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及其

工程试件检验试验；物资经销；消防设施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商品

混凝土和混凝土制品；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境外建筑、冶金、机电、钢结构、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管道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工程技术和劳务人员及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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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冶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九冶公司（经

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866,287.4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765,051.6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664,614.79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234,090.48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01,235.8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461,397.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4,111.28万元。截至2021年2

月28日，九冶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851,514.97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749,916.0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606,440.82万

元，银行借款人民币242,678.85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01,598.95万

元；2021年1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2,913.02万元，净利润人民

币197.14万元。 

九冶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七）咸阳钢构 

公司名称：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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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0万元 

股权结构：九冶公司持股 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文平 

注册地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咸红路 69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11 日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钢结构、路桥钢结构、高层钢结构、塔桅钢

结构、电力钢结构、非标准钢结构等建筑物及制品的设计、制作、安

装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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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钢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咸阳钢构

（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8710.3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8005.2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6005.25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4,800 万

元），净资产人民币 705.09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612.3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05.41 万元。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九冶钢

构（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9,167.74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8451.4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6435.5 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4,80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716.29 万元；2021 年 1 月-2 月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127.51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6.52 万元。 

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八）河南九冶 

公司名称：河南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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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九冶公司持股 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红永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区长椿路 39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01 月 12日 

主营业务：冶金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施工、环

保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蒸发器设备制造、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消防工程施工、钢结构设计与制造；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制造；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钢材、焊材；房屋租赁；建筑

工程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机械设备、工器具、周转材料、活动板房、

电子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及租赁；机械、电气、仪表、通风空调、

给排水、工业管道设备的安装及检修；铝质集成房屋及铝应用产品的

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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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九冶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河南九冶

（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67,567.27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0,561.1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50,561.18 万元，银行借款人

民币 4,10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7,006.09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 17,15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5.52 万元。截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河南九冶（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65,166.68 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48,091.9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35,701.99 万

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4,10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7,074.69 万元；

2021年 1 月-2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205.2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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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7万元。  

河南九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九）中勉公司 

公司名称：陕西中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股权结构：九冶公司持股 51%，勉县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 4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刚强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温泉镇郭家湾村 

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24 日 

主营业务：温泉康体养生建设项目的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土地

及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工程项目管理；旅游开发；温泉养老养生；酒

店经营管理；客运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维修；

停车场运营管理、洗车服务；房屋及场地租赁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服务；货运仓储（危险品除外）服务；旅客票务代理服务；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餐饮、住宿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布置；预

包装食品；日用百货；工艺品、卷烟、雪茄烟零售；水上游乐；桑拿

洗浴服务；美容美发服务；棋牌娱乐；健身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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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勉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勉公司

（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46,588.4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3,911.7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13,911.73 万元，银行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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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20,000.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2,676.72 万元；2020 年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1,035.9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1.46万元。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中勉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46,458.93 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3,706.5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13,706.54

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2,752.39

万元；2021 年 1月-2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99.23万元，净利润人

民币 78.29 万元。 

中勉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冶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十）汉中九冶 

公司名称：汉中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股权结构：九冶公司持股 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向峰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定军山镇（九冶基地） 

成立日期：2006 年 11 月 01日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冶炼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钢结构工

程、环保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化工石油工程、矿山工程、

电力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道

及管道安装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塔吊拆装工程、水工金属结构

制作与安装承揽、施工;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及工程试件检验试验;

混凝土及商品混凝土制品销售；装卸搬运服务；机械设备、周转材料

租赁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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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九冶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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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汉中九冶

资产（经审计）总额人民币 8248.6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0.71 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20.71 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0 万元），净

资产人民币 8227.95 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7.49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17.74 万元。截至 2021年 2 月 28 日，汉中九冶（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8248.66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0.69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20.69 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 0 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 8227.98万元；2021年 1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42.3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6.47 万元。 

汉中九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十一）九冶三维 

公司名称：郑州九冶三维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股权结构：九冶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60%，中铝国际铝材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4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尤祥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区长椿路 39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05 月 20日 

主营业务：铝制集成房屋、铝模板及铝应用相关产品的研发、设

计、制造、销售及租赁；空冷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湿法冶金、

化工（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除外）、水处理、医药、食品相关行业的

流体混合搅拌器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机电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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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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冶三维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九冶三维

（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14,658.24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598.9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3,598.92万元，银行借款人民

币 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1,059.3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8,315.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75.91 万元。截至 2021年 2 月 28

日，九冶三维（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14,573.53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3,499.2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3,499.25万元，银行

借款人民币 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1,074.28 万元；2021年 1 月-2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96.18 元，净利润人民币 14.95 万元。 

九冶三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冶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持

有九冶三维 100%股权。 

（十二）新疆九冶 

公司名称：新疆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股权结构：九冶公司持股 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鹏翔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大道 9号综合办

公楼 418室 

成立日期：2012 年 04 月 26日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冶炼工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钢结构及非标准设备制作与安装:建材销

售;建筑机械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建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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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疆九冶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疆九冶

（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24,868.97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7,103.8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17,103.88 万元，银行借款人

民币 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7,765.09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9,358.8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73.75 万元。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新疆九冶（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24,609.22 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16,869.3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 16,869.33元，

银行借款 0 元），净资产人民币 7,739.89 万元；2021 年 1 月-2 月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92.11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43万元。 

新疆九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九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十三) 山东工程 

公司名称：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7,460.7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60%，中铝山东有限公司持股40%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勇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五公里路1号 

成立日期：1995年7月12日 

主营业务：冶金工程、建筑工程设计、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

程总承包；生产过程计算机控制、办公自动化、信息网络系统设计、

安装调试、检修、软件开发及外包、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非标准设

备制造，销售、安装、检修；收尘设备、水暖设备、销售、安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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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衡器设备安装、调试；节能技术服务；房屋、设备租赁；冶金工

程、钢结构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铝

塑门窗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维修；起重作业；窑炉砌筑；赤坭

综合利用产品、机电一体化系统及产品研发、销售；金属镓提取工艺

研发及产品销售；氧化铝、铝合金。铝型材、再生铝、金属制品、建

筑材料、机电产品、金刚砂、钢材、耐火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环保设备、冶

金设备、化工设备、矿山专用设备、编织袋设计、制造、销售及维修；

特种设备、机动车辆维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搬运、装卸、

包装服务；卫生保洁服务；环保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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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工程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山东工程（经

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31,28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96,461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人民币94,861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29,500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34,827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3,421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4,877万元。截至2021年2月28日，山东工程（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人民币123,16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9,192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人民币87,592万元，银行借款人民币23,500万元），净资产人

民币33,969万元；2021年1月-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312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884万元。 

山东工程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协议尚需与相关债权人洽谈后在上述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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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范围内分别签订。 

四、分析意见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资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流动资

金需要。公司为其担保，有利于其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良

性发展，风险可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

东的利益。除九冶公司、中勉公司、山东工程之外，本次对外担保的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并未直接向山东工程提供担保，

而是由山东工程的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同时公司持有山东工程

60%的股权，能够充分控制其经营、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且山东

工程财务状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所以担保风险相对可控。公

司并未直接向九冶公司提供担保，而是由九冶公司和其子公司相互提

供担保，同时公司持有九冶公司72.08%的股权，能够充分控制其经营、

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且九冶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

力，所以担保风险相对可控。公司通过九冶公司间接持有中勉公司51%

的股权，九冶公司按持股比例为中勉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公平、

对等。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事项是根据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确定，除尚须获得

股东大会的批准外，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

规定。公司担保的对象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地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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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767.6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74,400.00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普通

股股东净资产（2020 年）的比例为 256.76%和 60.05%，无逾期担保

情况。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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