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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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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和担保额度： 

1、公司为（1）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

授信额度，（2）新加坡龙宇燃油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6,000 万元美元授信额度

和（3）上海华东中油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

额度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公司为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系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2、全资子公司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为拟向中信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人

民币，向北京银行申请 10,000万元人民币，向上海农商行申请 35,000 万元人民

币，向农业银行申请 50,000 万元人民币，向中国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人民币，

向交通银行申请 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截止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 

●本次担保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之间的担保，无反担保，无逾期

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实施。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在 2021 年度提供相关担保用于办理银



 

行授信业务。本次授权担保有效期均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担保金额以日后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相关

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担保有关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转委托权。 

（一）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担保金额 

1 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注 1） 控股子公司 4,000万元人民币 

2 新加坡龙宇燃油有限公司（注 2） 全资子公司 6,000万美元 

3 上海华东中油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万元人民币 

注 1：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注 2：包括公司为新加坡龙宇燃油有限公司在南洋商业银行的等值 2 亿元人

民币的美元授信提供担保。 

（二）全资子公司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人民币，向北京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人民币，向上海农商行申请

35,000万元人民币，向农业银行申请50,000万元人民币，向中国银行申请20,000

万元人民币，向交通银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被担保人情况 

1. 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自然人王恩才持

有其 40%的股权。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10540

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王恩才 

经营范围：汽油、乙醇汽油、甲醇汽油、煤油（含航空煤油）、石脑油、液

化石油气、煤焦沥青、煤焦油、丙烯、甲醇、甲基叔丁基醚、溶剂油[闭杯闪点



 

≤60°C]、对二甲苯、苯、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柴油[闭杯闪点≤60°C]、石油

原油的批发无仓储（凭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石油制品（除

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沥青、燃料油、润滑油、导热油、白油的批发、零

售；成品油调合技术咨询支持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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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05,794,211.01 元，负债总额 81,254,817.37 元(均为流动

负债，其中银行贷款 40,000,000 元，除银行贷款外的其他流动负债 41,254,817.37

元），净资产 24,539,393.64 元，资产负债率 76.80%，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93,631,214.22 元，净利润-6,625,651.89 元。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舟山甬源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33,264,106.16 元，负债总额 107,265,478.99 元(均为流

动负债，其中银行贷款 40,000,000 元，除银行贷款外的其他流动负债

67,265,478.99 元），净资产 25,998,627.17 元，资产负债率 80.49%，2021 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 82,591,978.70 元，净利润 1,459,233.53 元。 

 

2. 新加坡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LONYER FUELS (SINGAPORE) PTE. LTD】 

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 

注册地址：1 Temasek Avenue, #23-03/04, Millenia Tower, Singapore 039192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贸易及相关投资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加坡龙宇燃油有限公司的

财务数据为：总资产245,395,640.22元,负债总额133,190,028.36元(均为流动负债，

无银行贷款），净资产 112,205,611.86 元，资产负债率 54.28%，2020 年度营业收

入 808,173,304.95 元，净利润 13,711,160.96 元。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新加坡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255,151,349.18 元，负债总额 142,018,108.80 元(均为流动

负债，无银行贷款），净资产 113,133,240.38 元，资产负债率 55.66%，2021 年一

季度营业收入 282,791,381.63 元，净利润 465,158.68 元。 

 

3. 上海华东中油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徐增增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200 号 19 层 106 号席位 



 

经营范围：沥青、燃料油及相关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燃料油深加工的

技术开发、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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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东中油燃料油销售有

限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28,675,131.89 元,负债总额 10,416,349.59 元(均为流

动负债，其中银行贷款 8,795,469 元，除银行贷款外的其他流动负债 1,620,880.59

元），净资产 18,258,782.30 元，资产负债率 36.33%，2020 年度营业收入

80,268,941.71 元，净利润 622,768.49 元。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上海华东中油燃料油销售

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31,316,694.87 元，负债总额 12,503,492.65 元(均

为流动负债，其中银行贷款 6,850,000 元 ,除银行贷款外的其他流动负债

5,653,492.65 元），净资产 18,813,202.22 元，资产负债率 39.93%，2021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17,603,886.57 元，净利润 554,419.92 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本次审议的担保期限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担保方式均为保证担保。待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担保议案后，本公司和相关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

正式担保合同或协议，并根据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相关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对保障公司和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提供了必要支持，担保

的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 

2、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相关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是上市公司内部主体间的担保，系正常经营行为，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

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决策、审

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监事会认为：本担保事项是为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正常经营需要而提

供的担保，被担保公司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决策

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占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61%，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的担保，无对外担保，在公司可控范

围内。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部分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