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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互保协议的公告 

 

   

 

一、互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2月12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

案》，并于审议通过后签订互保协议书，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谷丰源”）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对方向银行办理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05亿元、单笔业务最长期限不超过1年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信贷

业务提供担保，具体以双方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有效期一年。同时，双

方约定，在互保期间任一时点，双方为对方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7,680

万元。对上述公司为谷丰源提供的担保，谷丰源控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吕阳、

朱丙臣之子朱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股的山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继续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117）。 

在上述互保协议书的担保范围内，2020 年 1 月 9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对谷丰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阳谷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 700 万元负债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山东谷

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互相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签署《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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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对谷丰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形成的 750 万元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互相担保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并于审

议通过后签订互保协议书，与谷丰源约定，公司为谷丰源在工商银行阳谷支行的

两笔贷款（金额分别为：700 万元和 750 万元）展期提供担保，谷丰源在 1,450

万元金额范围内为公司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同时，谷丰源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最低归还由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本金 1,000 万元，把公司对谷丰源的

总担保金额控制在 5,650 万元以下。对上述公司为谷丰源提供的担保，谷丰源控

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吕阳、朱丙臣之子朱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股的山

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将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关于继续与山东谷

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27 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2021 年 2 月 9 日，谷丰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签署两笔

《借款展期协议》，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展期，原 700 万元借款合同对应的借款

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原 750 万元借款合同对应的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互保协议书的担保范围内，公司对上述谷丰源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形成的累计 1,450 万元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

为自借款展期到期之次日起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20 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互相担保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 

鉴于上述两笔借款即将到期，经友好协商，双方拟继续签订《互保协议书》，

谷丰源已归还 700 万元当中的 300 万元贷款，拟继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阳谷支行展期 400 万元和 750 万元，公司拟为谷丰源上述贷款展期继续提供担

保。同时，谷丰源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最低归还由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

本金 1,000 万元，把公司对谷丰源的总担保金额控制在 5,650 万元以下。对上述

公司为谷丰源提供的担保，谷丰源控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吕阳、朱丙臣之子朱

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股的山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将向公司提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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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反担保。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互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继续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依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授权法定代表人在董事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

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二、互保单位的基本情况  

1、互保单位的注册信息： 

互保单位名称：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743351127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狮子楼办事处运河西路北侧西外环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刘东岭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12 日  

经营期限：2002 年 9 月 1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磷酸一铵、磷酸二铵、掺混肥料、BB 肥、

冲施肥、叶面肥、蔬菜肥、过磷酸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塑料编织袋生产

销售；生物科技研发、生物肥料研发与技术咨询；水溶肥料的生产销售；农业技

术开发、咨询及培训；农业种植；生态农业示范；农用微生物菌剂、复合微生物

肥料、生物有机肥料的生产销售；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其他类型复肥、缓释肥

料、控释肥料、硫包衣缓控释复肥、脲醛缓释复肥、稳定性复肥、无机包裹型复

肥的生产销售；化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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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与谷丰源关系：无关联关系，除互保事项外，不存在其他业务联系。

谷丰源公司股权结构表为： 

 

 

2% 96.8% 

朱丙臣 张良贵 费思立 

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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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谷丰源公司经营与信用情况： 

根据谷丰源 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谷

丰源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86,370.68 

负债总额 20,525.15 

其中：短期借款 16,039.00 

      流动负债总额 20,525.15 

所有者权益 65,845.53 

资产负债率 23.76% 

营业收入 22,491.29 

利润总额 550.44 

净利润 328.02 

根据谷丰源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的《企业信用报告》，谷丰源借

贷交易余额 15,647 万元，不存在不良类余额。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截至目前，谷丰源存在被申请执行的情况，但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为谷丰源提供担保的同时，谷丰源控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吕阳、朱丙

臣之子朱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股的山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为公司

提供了反担保。公司将密切关注谷丰源的信用及经营情况，并拟采取逐步降低对

谷丰源担保金额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公司担保风险。 

三、互保协议与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互保协议书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均具备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均存在经营融资需求，经双方友

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鉴于经甲方提供担保的乙方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的两

笔贷款（金额分别为 700 万元、750 万元）均将到还款日，乙方已归还 700 万元

当中的 300 万元贷款，拟继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展期 4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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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750 万元。甲方同意为乙方上述贷款展期继续提供担保，乙方同意在 5650

万元金额范围内为甲方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 

2、双方约定，乙方依据承诺书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最低归还由甲方担保

的银行贷款本金 1000 万元，把甲方对乙方的总担保金额控制在 5650 万元以下。 

3、双方约定，当一方公司实际提供保证时，另一方公司将提供相应反担保。 

4、协议自双方签章后生效，有效期壹年。 

（二）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保证人（甲方）：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人（乙方）：朱丙臣、吕阳、朱培丰、王静、山东佰安瑞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鉴于：鉴于经甲方提供担保的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的两笔贷款（金额分别为 700 万元、750 万元）均将

到还款日，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归还 700 万元当中的 300 万元贷

款，拟继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谷支行展期 400 万元和 750 万元。甲

方同意为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贷款展期继续提供担保，乙方对

上述甲方对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及本协议签订前已经发生

的担保事项，自愿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双方达成反担保协议如下： 

1、乙方反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基于为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所形成的甲方对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享有的债权。 

2、保证反担保范围： 

根据甲方与相关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有关条款约定，在山东谷丰源生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甲方承担了保证责任后，乙方必须立即

足额代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甲方偿付甲方代偿款项。乙方提供反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息、逾期利息罚息、承兑垫款、违约金、赔偿款、

法院案件受理费与保全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3、反担保保证方式：乙方承担反担保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4、反担保保证期间为甲方承担保证责任后两年。 

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继续与谷丰源签订互保协议，可以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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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保障。公司对谷丰源的担保余额逐年降低，本次为谷丰源存量贷款展期提供

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对谷丰源的累计担保余额。公司为谷丰源提供担保的同时，谷

丰源控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吕阳、朱丙臣之子朱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

股的山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也同时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将密切关注谷

丰源的信用及经营情况，并将采取逐步降低对谷丰源担保金额等措施，进一步降

低公司担保风险。本次与谷丰源签订互保协议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继续与谷丰源签订互保协议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与

谷丰源进行互保，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公司对谷丰源的担

保余额逐年降低，本次为谷丰源存量贷款展期提供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对谷丰源的

累计担保余额。公司为谷丰源提供担保的同时，谷丰源控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

吕阳、朱丙臣之子朱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股的山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也同时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将密切关注谷丰源的信用及经营情况，并

拟采取逐步降低对谷丰源担保金额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公司担保风险。公司本次

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继续与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

案》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查阅了阳谷华泰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协议草案、董事会文件及独立

董事意见、谷丰源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表、企业信用报告等资料，经

核查认为： 

1、阳谷华泰为谷丰源提供担保的同时，谷丰源控股股东朱丙臣及其配偶吕

阳、朱丙臣之子朱培丰及其配偶王静、朱培丰控股的山东佰安瑞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为阳谷华泰提供了反担保。阳谷华泰本次为谷丰源贷款展期提供担保不会增加

对谷丰源的累计担保余额。谷丰源由于为第三方提供担保存在被执行的情况，除

反担保措施外，阳谷华泰拟采取逐步降低对谷丰源担保金额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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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风险。 

2、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阳谷华泰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阳

谷华泰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阳谷华泰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及《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保

荐机构对阳谷华泰拟进行的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569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17%。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山东戴瑞克新

材料有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92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1.76%；对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649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41%。 

本次公司为谷丰源贷款展期提供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对谷丰源的累计担保余

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其他 

本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承诺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

展或变化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

项的核查意见； 

4、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021年1-9月未经审计财务

报表、出资明细、企业信用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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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