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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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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圆融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圆融”）、重庆会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会通”）以及安庆会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会

通”）。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5,00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及子公司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78,432.88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子公司广东圆融、重庆

会通和安庆会通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时为其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55,0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方式与期限，根据届时签

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拟担保额度（万元） 

1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会通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圆

融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圆融新材料

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210,000.00 

2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圆融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肥

圆融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会通科技有

限公司 
45,000.00 

3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会通新材料

有限公司 
100,000.00 

总  计 355,000.00 

上述额度为 2021 年度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

取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实际借款金额。在未超过年度预计担保总额

的前提下，上述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范围内进行调剂使用。 

上述子公司于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时，公司拟在上述额度内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具

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贷款银行、担保金额、担保期间及担保方式等。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圆融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东圆融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安平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委会龙创路 1 号 

经营范围 研发、加工、制造、销售：塑胶着色剂、着色母粒、发泡母

料及其它功能性母粒、塑料和新材料（不含废旧塑料）；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

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不含《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所规定的限制及禁止类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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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10 月 22 日 

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

重大或有事项 
无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316.96 187,267.05 

负债总额 148,316.87 151,393.48 

资产净额 47,000.09 35,873.56 

营业收入 63,700.58 249,403.18 

净利润 1,126.53 8,840.70 

 

（二）重庆会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会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健益 

注册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金川大道 116 号 

经营范围 塑料及高分子改性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加工、生产、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高分子改性复合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厂房

租赁。[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9 日 

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 无 



重大或有事项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294.57 32,112.06 

负债总额 22,782.58 21,809.60 

资产净额 10,511.99 10,302.46 

营业收入 8,362.23 44,143.46 

净利润 209.53 2,336.71 

 

（三）安庆会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庆会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安平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高新区皇冠路 8 号 

经营范围 塑料及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加工、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设备租赁、厂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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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 

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18.74 18,456.00 



负债总额 8,334.48 8,510.64 

资产净额 9,884.26 9,945.36 

营业收入  -    1,518.04 

净利润 -61.10  31.49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具

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授信及担保事项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被担

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正常且持续经营的子公司，资产信用情况良好，具有偿还债

务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2021 年度，公司拟在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时为其

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55,0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事

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且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实

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所作出，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且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10,000.00 万

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 48.71%及 124.30%。上市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8,432.88 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和净资产的 18.19%及 46.4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子公司以

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