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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4           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2021-034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的审批与进展情况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

展的需要，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美水产”）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40,000

万元（含 4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湛江国联饲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联饲料”）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11,000 万

元（含 11,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同意为全资子公司阳江国联海洋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阳江国联”）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5,000 万

元（含 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同意为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联益阳”）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担保条

款包括但不限于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等担保额度内，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签署上述担保相关的合同及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该

事项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近日，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美水产分别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吴川市支行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分行申请 800 万元

和 1,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联饲料分别向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赤坎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申请 7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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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4,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江国联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阳江分行申请 1,000 万的流动资金贷款；公司控股子公司益阳国联向益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 7,000 万流动资金贷款。公司为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吴川市覃巴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国通 

注册资本：4,59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产品养殖（不含前置审批项目）、收购、销售；水产品冷藏加

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

得许可后方得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国美水产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129,414.17  77,435.40  

净资产  27,584.97   26,757.50  

总资产  156,999.14   104,192.90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83,080.40   132,832.16  

营业利润  925.16   -9,465.47  

净利润  1,139.11   -7,606.02  

注：以上表格中的 2019年度数据已审计，2020年 9月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湛江国联饲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广湛路 1号 

法定代表人：陈汉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水产配合饲料、编织袋、纸箱；收购：农副产品（除

烟叶、蚕茧、棉花、粮食）；货物进出口，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技术服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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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水产养殖用生物制品（除鱼虾药、兽药）、水产养殖用环境改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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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国联饲料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18,006.09  11,119.11  

净资产  16,497.39   15,234.71  

总资产  34,503.49   26,353.81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2,732.13   26,051.19  

营业利润  1,384.22   636.90  

净利润  1,262.69   538.64  

注：以上表格中的 2019年度数据已审计，2020年 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被担保人：阳江国联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福冈大道 15号 

法定代表人：赵红梅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水产品养殖；收购、销售、加工冷冻水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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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阳江国联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42,428.24   37,392.64  

净资产  2,845.34   2,116.62  

总资产  45,273.58   39,509.26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30,693.63   46,230.73  

营业利润  736.98   1,7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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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736.70   1,850.60  

注：以上表格中的 2019年度数据已审计，2020年 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被担保人：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益阳高新开发区姚家湾村莲花形组 

法定代表人：李忠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国家政策允许的水产种苗的引进、繁育、养殖及销售；水产品的

研究、开发、养殖、收购、冷冻、加工、销售；肉制品、速冻食品销售；水产饲

料加工、销售；酒精饮料销售；餐饮服务；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腌腊肉制品、

熏煮香肠火腿制品）加工、销售；政策允许的农产品、农副产品、畜禽产品的收

购、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复合调味料的生产、销售；包装材料

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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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国联益阳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21,163.72  20,450.73  

净资产  -2,162.60   -1,920.30  

总资产  19,001.13   18,530.43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1,054.27   14,917.43  

营业利润  -114.82   -2,112.21  

净利润  -242.29   -1,798.95  

注：以上表格中的 2019年度数据已审计，2020年 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国美水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8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二年止。 

（二）公司为国美水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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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公司为国联饲料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72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二年止。 

（四）公司为国联饲料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五）公司为阳江国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二年止。 

（六）公司为国联益阳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7,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23,616.44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42%。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为 38,136.4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83%。以上担保全

部为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或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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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