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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担保的公告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以下简称“融资授信”），本议案尚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具体

内容如下： 

1、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 71.6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授信申请。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发生的

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且金额不超过上

述具体授信金额；融资利率、种类、期限等内容以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为准。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新材”）根

据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要求，拟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氨纶”）提

供不超过 8 亿元的担保额度； 

（2）公司为控股孙公司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热电”）

提供不超过 1 亿元的担保额度； 

（3）华峰新材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化

工”）提供不超过 4 亿元的担保额度；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下简称“重庆新材料”）提供不超过 2 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期限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止，授信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此额度范

围内，公司将不再就单笔授信或借款事宜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负责签署相关

协议及文件。 

二、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1、本次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授信银行 2021 年预计授信 

华峰化学 中国工商银行 20,000 

华峰新材 中国工商银行 80,000 

重庆化工 中国工商银行 37,000 

华峰化学 国家开发银行 30,000 

重庆氨纶 中国建设银行 20,000 

重庆化工 中国建设银行 40,000 

华峰化学 中国进出口银行 30,000 

华峰新材 中国进出口银行 60,000 

华峰化学 宁波银行 20,000 

华峰化学 中国农业银行 10,000 

重庆化工 中国农业银行 17,000 

重庆新材料 中国农业银行 20,000 

华峰化学 兴业银行 20,000 

华峰新材 兴业银行 20,000 

华峰化学 招商银行 10,000 

重庆氨纶 招商银行 40,000 

华峰新材 招商银行 50,000 

华峰热电 招商银行 10,000 

华峰新材 浙商银行 10,000 

重庆化工 浙商银行 10,000 

华峰化学 中国银行 28,000 

华峰新材 中国银行 29,100 



重庆氨纶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重庆化工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000 

重庆新材料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716,100 

2、本次担保预计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华峰化学 
重庆氨纶 91.32% 40.21% 55,000 80,000 6.91% 是 

华峰热电 91.32% 69.09% 0 10,000 0.86% 是 

华峰新材 

重庆化工 77.56% 43.59% 40,000 40,000 3.46% 是 

重庆新材

料 
100.00% 30.87% 20,000 20,000 1.73% 是 

注：最近一期末财务数据为截至 2020 年末的经审计财务数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华峰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杨从登 

注册资本：657,029,532.63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氨纶产品的制造、销售、及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峰化学持股 91.32%，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8.68%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0,421.12 519,972.11 

负债总额 197,219.56 167,145.35 



净资产 293,201.56 352,826.75 

营业收入 366,319.16 161,635.57 

利润总额  81,973.83  70,563.95 

净利润  71,067.85  59,979.36 

与公司关联关系：重庆氨纶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杨从登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发电类电力业务、热力供应服务、电子技术服务、热力管网建

设和经营。 

股权结构：重庆氨纶持股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083.35 41,449.61 

负债总额 27,001.54 28,843.21 

净资产 12,081.81 12,606.40 

营业收入 15,172.92  4,329.36 

利润总额  2,236.40   641.07 

净利润  1,676.17   480.80 

3、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18 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武陵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尤飞锋 

注册资本：120,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票据式经营：苯、液氨；研发、生产、销售：氢气、环己烷（中

间产品）、环己酮、环己醇混合物、硝酸、环己烯、正戊醇、二氧化碳、环己烷



（副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销售：化工原料（不

含危险品）；研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须经审批的

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聚氨酯产品制造和销售；印铁制罐制造

和销售；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运（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峰新材持股 77.56%，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22.44%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8,815.78 860,604.82 

负债总额 326,092.07 382,955.04 

净资产 422,723.71 477,649.78 

营业收入 535,061.44 197,141.60 

利润总额 83,606.49  59,919.87 

净利润 72,538.93  50,931.89 

与公司关联关系：重庆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的控股子公司。 

4、重庆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武陵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尤飞锋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道路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聚氨酯系列产品、聚酯多元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销售：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印铁制罐制造、销售（依法须应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310.27 104,469.11 

负债总额 24,485.36  43,168.89 

净资产 54,824.92  61,300.22 

营业收入 110,781.45  38,470.59 

利润总额 14,977.00   7,911.31 

净利润 13,177.82   6,724.61 

与公司关联关系：重庆新材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新材”）拟为上

述重庆氨纶、华峰热电、重庆化工、重庆新材料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

等依据各子公司与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签署的协议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范围为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财

务风险可控，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公司及子公司与拟融资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4、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独立

意见》登载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5、上述被担保方经营情况稳定，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公司间担保总额为 150,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2.96%，全部为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内公司间的担保，截止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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