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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本公司拟为 8 家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8.1 亿元的保证式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拟为其提供的担

保额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简称“爱涛文化”） 15,000.00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技术”） 20,000.00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化肥公司”） 18,000.00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润”） 6,000.00 

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恒”） 6,000.00 

江苏弘业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欣”） 4,000.00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为”） 2,000.00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弘业环保”） 10,000.00 

合计 81,000.00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为爱涛文化、弘业技术、化肥公司、弘业永润、弘业永恒、弘业永欣、

弘业永为、弘业环保，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日期间签订的，期限为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

过 15,000 万元、20,000 万元、18,000 万元、6,000 万元、6,000 万元、4,000 万元、

2,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的保证式担保，保证期两至三年。 

其中，爱涛文化其他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其子公司按其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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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提供等额担保；化肥公司其他股东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等额担保；其他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所持该公司股权和收益提供反担保。 

2、向上述公司拟提供的担保总额度包含 2020 年度已发生但目前尚未到期的已

使用额度。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9.1.1 条之相关规定，按照连续十二个月

内累计计算原则，本次拟提供的担保额度经累计后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因此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确定合作金

融机构或其他单位。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爱涛文化 弘业技术 化肥公司 

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 1000 万元 5000 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92.36% 51% 60% 

法定代表人 连丹 李炎华 陆德海 

经营范围 

工艺美术品、百货的制造、销售；字画装裱；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五金、建筑装饰材料、礼品、日

用百货、珠宝首饰、金属制品、金银制品、金属材料、

文化用品、日用杂品的销售，承办展览服务；会务服务；

室内外装饰装潢设计、施工；商品经济信息咨询；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户外、印刷品、礼品广告；婚庆礼仪

服务；为营业性演出提供演出场所和相关服务；环境艺

术、景观设计；房地产经纪；建筑工程施工；电子产品

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定型包装食品的销售；房地产开发；餐饮、

住宿服务（以上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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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

车场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

单位）；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国内外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际国内招投标代理，国内

外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造价预决

算，技术推广和科技交流服务，仓储，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线路、管道、设备安装

及技术服务，针纺织品、机电产品、电子

产品及通信设备、建筑五金、五金工具、

水暖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仪器仪表的

销售、租赁，煤炭、矿产品的销售，消防

车、救援及消防设备和器材、安防设备的

销售及维修，医疗器械的销售（按《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医疗器械的维修和保养，危险化学品经营

（按许可证所列经营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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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矿

产品、煤炭、焦炭、金属材料、

包装材料、木材销售。服装及

面料、针纺织品、化肥、化工

装备、纺织机械和器材、工艺

品的生产和销售。农药、化工

产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的项目

经营）。化工技术咨询服务。

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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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人民币 

总资产 1,021,418,388.90 341,211,149.02 1,664,623,733.13 

负债总额 468,589,035.61 325,112,652.81 444,737,002.65 

所有者权益 552,829,353.29 16,098,496.21 1,219,886,730.48 

 2020 年年度   单位：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 388,405,735.42 494,202,382.28 1,144,916,979.07 

净利润 11,225,894.53 4,106,358.47 39,101,984.90 



 
 

 

 弘业永润 弘业永恒 弘业永欣 弘业永为 弘业环保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1800 万元 1000 万元 800 万元 1000 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60% 60% 60% 60% 55% 

法定代表人 严宏斌 陈长理 蔡缨 黄林涛 姜琳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工艺美

术品、针纺织品、五金、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

木材、农副产品、电子

产品、仪器仪表、普通

机械、矿产品的销售、

代购代销；渔具销售；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钓鱼俱乐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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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工艺品、日用百

货、针织品、化工产品、

化肥的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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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服装服饰、工艺美术

品、针纺织品、五金、化工产

品、机电产品、木材、电子产

品、仪器仪表、农副产品、普

通机械、矿产品、化肥、黄金

制品、白银制品、珠宝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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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药批发；进

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艺术品进出

口；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

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保

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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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妆品零售；化

妆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空气净化、水处理等环保等系列

产品研发、销售、租赁，技术研

发、推广和科技交流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及

通讯设备的销售、租赁，国内外

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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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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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人民币 

总资产 169,593,815.62 118,115,931.58 79,296,331.99 50,014,840.26 39,301,199.54 

负债总额 154,929,740.01 93,282,582.15 69,269,268.47 39,002,994.34 19,696,941.54 

所有者权益 14,664,075.61 24,833,349.43 10,027,063.52 11,011,845.92 19,604,258.00 

 2020 年年度   单位：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 79,872,576.37 521,815,984.11 376,117,433.88 279,716,631.68 41,356,917.73 

净利润 -9,802,245.20 934,454.28 930,492.37 879,814.47 12,326,8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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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的目的和影响 

上述公司为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是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其提供担

保是满足其业务发展所需，能有效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要求。 

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在经营、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且有反担保措

施或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公司将在担保过程中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监督，强化风险控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9,441.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4.9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担保余额明细如下： 

接受担保方 

提供

担保

方 

实际担保 

金额（万元） 
币种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

弘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1,305.89 人民币 2020-7-2 2021-6-2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1,467.06 人民币 2020-7-2 2021-6-16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1,118.07 人民币 2020-8-4 2021-3-17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201.75 人民币 2019-9-26 2021-9-25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44.21 人民币 2020-12-29 2021-12-15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98.08 美元 2020-12-9 2021-3-22 否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人民币 2020-6-23 2021-6-18 否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90 欧元 2020-5-28 2021-3-30 否 

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11.25 人民币 2021-1-4 2021-9-29 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70.00 人民币 2020-11-26 2021-5-26 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976.08 人民币 2020-4-17 2020-12-31 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001.40 人民币 2020-10-22 2022-9-18 否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596.41 人民币 2020-3-3 2022-6-11 否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