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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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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慎则”）、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化工储存”）、上

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铭秀博”）、上海密尔克

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化工物流”）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此次分别向上海慎则、密尔克卫化

工储存、鼎铭秀博各提供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向密尔克卫化

工物流提供担保金额 1,870.00 万美元（或其等值人民币）。截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07,175.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分别为上海慎则、密尔克卫化工储存、鼎铭秀

博提供各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星

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密尔克卫化

工物流提供不超过 1,870.00 万美元（或其等值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为其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207,175.00 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具体请查阅公

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2021 年 9 月 2 日、2021 年 9 月 2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1 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1 年度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44 亿元。具体请查阅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3 日、2021

年 9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告。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慎则： 

成立时间 2010年 12月 02 日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江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665100344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中民路 599弄 3幢 3层 D302-8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公共铁路运输；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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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电子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

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

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食品添加剂、五金交电、服

装、机电设备、金属材料、通信设备、计算机及配件、太阳能光伏电设备、电子产

品、建筑材料、针纺织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箱包批发；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煤炭及制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肥销售，肥料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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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10,866,328.72元 净资产 30,125,404.04 元 

营业收入 398,065,711.49元 净利润 4,522,102.64 元 

2、密尔克卫化工储存： 



成立时间 2000年 12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43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江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03015620T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老港镇工业园区同发路 1088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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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集装箱堆存、修理及相关服务（限分支经营），集装罐的修理及清洗，

物流咨询（除经纪），货运代理，人工装卸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除运输），企业

管理；从事电子、机械、化工、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货架、叉车租赁；木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的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除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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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854,164,695.77元 净资产 556,049,076.48元 

营业收入 229,179,876.42元 净利润 41,280,411.02元 

3、鼎铭秀博： 

成立时间 2013年 04月 10 日 注册资本 125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石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65976282N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老港镇良欣路 456 号 3幢 327 室 

经营范围 

仓储（除危险品），物流信息咨询（除经纪），国际航空、海上、陆路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集装箱堆存，集装罐制造、修理、清洗、堆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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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44,675,121.84元 净资产 132,225,438.46元 

营业收入 17,493,695.32 元 净利润 2,270,759.58 元 

4、密尔克卫化工物流： 

成立时间 2013年 06月 21 日 注册资本 36,5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孙广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71226883F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汇港路 501 号 2幢二层 1-2-03 部位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第二类（易

燃气体），第四类（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剧毒品，第九类（杂项危险物质和

物品），第八类（腐蚀性物质（弱腐蚀性）），第八类（腐蚀性物质（强腐蚀性），第

六类（毒性物质），第五类（有机过氧化物），第五类（氧化性物质），第四类（易

于自燃的物质），第四类（易燃固体），第三类（易燃液体），第二类（毒性气体），



第二类（非易燃无毒气体），危险废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区内商业性简单加

工，销售、租赁、清洗、修理集装箱，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及联运服务，机动车维修，集装箱拼装拆箱，自有设备租赁，搬运装

卸；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报关业务；报检业务；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电

子、机械、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无船承运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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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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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总资产 1,994,324,348.27 元 净资产 563,491,982.61元 

营业收入 1,772,260,766.41 元 净利润 41,059,342.23 元 

 

三、 担保协议一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垫款或融资本金、应缴未缴保证金、利息、

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补偿费、与主合同项下主

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

提单背书费、承兑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托收手

续费、风险承担费、公证费、保险费等）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用。 

四、 担保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垫款或融资本金、应缴未缴保证金、利息、

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补偿费、与主合同项下主

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

提单背书费、承兑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托收手

续费、风险承担费、公证费、保险费等）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用。 

五、 担保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垫款或融资本金、应缴未缴保证金、利息、

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补偿费、与主合同项下主

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

提单背书费、承兑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托收手

续费、风险承担费、公证费、保险费等）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用。 

六、 担保协议四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权利人：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1,870 万美元（或其等值人民币） 

（五）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直至主合同项下的相关银行业务

项下债务人债务最终履行期届满之后三（3）年止。 

（六）保证范围：根据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的银行业务项下

债务人应向权利人支付的所有主债权、及其所有的相关利息、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财产

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等）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权利人支付而尚

未完全支付的其他所有债务，以及在主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情

况下债务人应向权利人赔偿的全部损失。 

七、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9月3日、2021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八、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07,175.00 万元，

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116.4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