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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1-3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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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为 1 年；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 6,000 万

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 

3、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申请 1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

订合同为准。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1 福建三木建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7,000 一年 

2 福建三木建发 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 6,000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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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州轻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15,000 一年 

 合计 28,00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1年6月1日和2021年6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

意2021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54.861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8.26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

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6.596亿

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

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

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1-28。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福建三木建发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 140,150 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 125,770

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 13,000 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380 万

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 125,000 万元，目前实际已

使用 73,200 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 15,000 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

为 36,8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年3月31日

资产负债率 

2021年担保

计划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使

用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福建三木建发 86.33% 140,150 125,770 138,770 1,380 

福州轻工 91.60% 125,000 73,200 88,200 36,8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 年 8月 17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00 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

合楼 401(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5、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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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乙烯酯、苯乙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

发））；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

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

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

发业； 

6、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其 100%股权； 

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296,684,877.93 元，负债总额

1,985,498,502.87 元，净资产 311,186,375.06 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154,856,501.16 元，净利润 16,423,387.57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293,946,982.57 元，负债总额

1,980,285,871.04 元，净资产 313,661,111.53 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

736,461,837.06 元，净利润 2,474,736.47 元。 

（二）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0年 10 月 06 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

合楼 528（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蔡钦铭； 

5、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黄金珠宝、电子产品、橡胶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有房屋租赁；砂

石的销售；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及收藏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零售；网上商务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

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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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55%股权，陈健持有其 30%股权，廖星华持有其 8.3%

股权等。 

被担保方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34,965,854.72 元，负债总额

1,102,151,739.39 元，净资产 132,814,115.33 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840,349,062.45 元，净利润 1,547,207.65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580,668,188.81 元，负债总额

1,447,815,319.89 元，净资产 132,852,868.92 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

756,420,266.30 元，净利润 37,767.91 元。 

公司为福州轻工的贷款提供担保，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股东（陈健、

廖星华）提供同额度连带担保责任,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

额的反担保措施。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为 1年；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三）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分行申请 15,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上述协议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1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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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

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

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

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

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

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1年度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其中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

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本次公司为上述 2 家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4.695.00 万元；

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68.562.24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01,497.50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414,754.7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7.53%。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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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