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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7   证券简称：保利联合  公告编号：2021-11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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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保利联合）

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及下属公司业务的

顺利开展，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其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以上担保对

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具体以与金融机

构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遵循审慎经营原则，开展授信及融资担保时，

有相应明确的授权体系及制度流程控制。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对于授权期限内

已生效的担保事项，担保期限有效期不受前述担保授权期限限制)。 

2021 年融资担保额度表 

分类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公司对子

公司担保 

 

 

保利联合 

保利特能工程有限

公司 
100% 35,000 

保利新联爆破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97.51% 300,000 

保利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51%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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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开源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 
94.75% 5000 

甘肃久联民爆器材

有限公司 
100% 20,000 

贵阳久联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51％ 10,000 

安顺久联民爆有限

责任公司 
100% 25,000 

贵州联合民爆器材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51% 25,000 

贵州盘江民爆有限

公司 
100% 50,000 

- 小计 - 500,000 

子公司对

其子公司

担保 

保利新联 
西藏中金新联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61.04% 6900 

甘肃久联 甘肃久联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 
100% 500 

盘江民爆 盘化（济南）化工有

限公司 
100% 8900 

- 小计 - 16,300 

合计  516,300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

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

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控股孙公司由为

其提供担保的子公司根据公司相应明确的授权体系及制度流程来组织

实施。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子公司情况 

1.保利特能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利特能) 

保利特能注册地点为 北京市门头沟区，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立，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勘察；工

程设计；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机械设备租赁；货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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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服务；代理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安防产品、消防器材、机

械设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保利特能集团作为爆破业务的管理平台，后续将大力支持下属公

司拓展爆破施工业务，开发矿山总承包和基础设施项目。 

2.保利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利新联) 

保利新联注册地点为贵阳市花溪区孟关，注册资本 86,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晓松，经营范围：爆破与拆除工程服务；可承担爆破设

计施工、爆破振动监测、安全评估和安全监理业务；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土石方工程：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等。本公司持有新联爆破集团股份比例为 97.51%。 

2020 年末保利新联资产总额 860,438 万元，负债总额 707,822 万

元，净资产 152,615 万元；资产负债率 82.26%。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296,110 万元，利润总额 2,611 万元，归母净利润 3,408 万元。 

3. 保利生态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利生态) 

保利生态注册地点为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李媛莉，经营范围：固体废物治理；水污染治理；土

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市政设施

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绿化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

土地登记代理服务等。本公司持有保利生态股份比例为 51%。  

2020 年末保利生态资产总额 20,921 万元，负债总额 8,785 万元，

净资产 12,1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1.99%。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840 万元，利润总额 1,299 万元，归母净利润 4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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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州开源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源爆破) 

开源爆破注册地点为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宝亮，经营范围：爆破工程设计施工、安

全评估、安全监理，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土石方工程；基础工

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非民用爆炸物品类爆破相关器材的经

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1 类 1 项，1 类 4 项）；机械设备租赁。本公

司持有开源爆破股份比例为 94.75%。 

2020 年末开爆破资产总额 36,578 万元，负债总额 18,074 万元，

净资产 18,5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41%。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199 万元，利润总额 1,540 万元，归母净利润 1,295 万元。 

5.甘肃久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甘肃久联) 

甘肃久联注册地点为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中路 36 号，注册资本 

16,399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颖。经营范围：铵梯炸药、乳化炸药、震

源药柱的生产销售。本公司持有甘肃久联 100％的股份。  

2020年末甘肃久联资产总额45,174万元，负债总额25,369万元， 

净资产 19,80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6.16%。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750 万元，利润总额 394 万元，归母净利润-231万元。 

6.贵阳久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贵阳久联) 

贵阳久联注册地点为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天园区，注册资本 

9,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家国。经营范围：民用爆破器材生产、销

售、研究与开发。本公司持有贵阳久联 51％的股份。 

2020年末贵阳久联资产总额41,736万元，负债总额19,4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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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2,27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6.62%。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033 万元，利润总额 1,777 万元，归母净利润 1,109 万元。 

7.安顺久联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安顺久联) 

安顺久联注册地点为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毅。经营范围：民用爆破物品生产、销售、研究

与开发。本公司持有安顺久联民爆 100％的股份。 

2020年末安顺久联资产总额41,084万元，负债总额19,970万元， 

净资产 21,11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61%。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870 万元，利润总额 2,986 万元，归母净利润 2,510 万元。 

8.贵州联合民爆器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公司) 

联合公司注册地点为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213 号， 注

册资本 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廖长风，经营范围：民用爆破物品销

售。本公司持有联合公司 51%股份,全资子公司盘江民爆持 股比例为 

35.35%，控股子公司贵阳久联持股比例为 12.65%。 

2020 年末联合公司资产总额 110,304 万元，负债总额 109,148 万

元，净资产 1,15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8.95%。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62,639 万元，利润总额-2,642万元，归母净利润-3,113 万元。 

9.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盘江民爆) 

盘江民爆注册地点为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注册 资本 

3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江国华，经营范围：民用爆破物品销售及

乳化剂、五金冲压、包装箱的生产经营、出口业务。兼营：危险货物

运输；火工机械制造。本公司持有盘江民爆 100%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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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盘江民爆资产总额 171,336 万元，负债总额 108,211 万

元，净资产 63,12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16%。2020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76,116 万元，利润总额 6,946万元，归母净利润 5,710 万元。 

（二）孙公司情况 

1.西藏中金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中金) 

西藏中金注册地点为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孜孜荣村，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龙运杰，经营范围：爆破工程服务。本公司

直接及间接持有西藏中金股份比例为 61.04%。 

2020年末西藏中金资产总额14,742万元，负债总额9,642万元，

净资产 5,1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40%。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

0,451 万元，利润总额 242 万元，归母净利润 97 万元。 

2.甘肃久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甘肃久联爆破) 

甘肃久联爆破注册地点为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九泽，经营范围：A 级爆破工程设计施工、安全

评估、安全监理。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甘肃久联爆破股份比例为 10

0%。  

2020 年末甘肃久联爆破资产总额 4,085 万元，负债总额 1,441 万

元，净资产 2,64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5.28%。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5,525 万元，利润总额 389 万元，归母净利润 320 万元。 

3.盘化（济南）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盘化济南) 

盘化济南注册地点为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曹范镇驻地，注册资本

柒仟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开贵，经营范围：民用爆破物品的生产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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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危险货物运输；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本公司直接及间接

合计持有盘化济南股份比例为 100%。 

2020年末盘化济南资产总额 26,146万元，负债总额 19,104万元， 

净资产 7,04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3.07%。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789 万元，利润总额 604 万元，归母净利润 5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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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具体期限和

金额依据被担保公司与业务相关方最终协商后确定，最终实际担保金

额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按对外担保权限，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所融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开支，符合各公司的实

际发展需求，有利于拓展各子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以保证其持续发展，

同时也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及战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方利益

的情形。 

同时相关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且均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充分了解其经营状

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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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将在控股子公司具体实施融资担保时，责成融资担保

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对担保的相关风险控制措施进行严格核查，

防范相关担保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担保资金系下属各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董事

会决策程序合法，该事项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该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3.73 亿元，

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97.46%。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