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22-16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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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情况 

根据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管理

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对外担保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为确保公司 2022

年生产经营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子公司授信情况以及抵押担保

情况，公司 2022 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

担保。具体情况见下表： 

1、公司拟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

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担保事项 担保总额度 

金健米业股份

有限公司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0 

金健米业国际贸易（长沙）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8,000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7,000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人民币合计 55,000 

2、公司拟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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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担保事项 担保总额度 

金健米业股份有

限公司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0 

金健米业（重庆）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人民币合计                                                  45,000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21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对外担保的具体事

宜，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被担保单
位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金健粮食

有限公司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

镇樟木桥居委会崇德路

（金健米业大楼） 

90,000,000 杨贤平 

粮食收购，粮食加工与销售；农副产品、饲料、油脂化工

产品、粮油机械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的销售；仓储；常

规稻种子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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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金健米业

国际贸易

（长沙）有

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

芙蓉北路 1119 号交易大

楼三楼 

20,000,000 吴  飞 

农产品、农副产品、食品、鲜肉、冷却肉、饲料原料、配

合饲料、通用机械设备销售；水产品、肉制品、饲料添加

剂、塑料制品、五金产品的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谷物

仓储（限分支机构）；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

（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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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湖南金健

进出口有

限责任公

司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

区崇德路 158 号（金健米

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

楼） 

30,000,000 吴  飞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农产品、农副产品、食品、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不含违禁药物）、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塑料制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五金产品、酒的

销售；通用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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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黑龙江金

健天正粮

黑龙江尚志经济开发区发

展大街南侧 
71,049,900 陈文兵 

食品生产，食品流通，粮食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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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及饲料原料、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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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有限公

司 

农副产品收购、销售，货物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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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金健

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

区德山街道办事处莲花池

社区桃林路 717 号 

90,000,000 杨乾诚 

乳制品、饮料加工、销售；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初奶收

购；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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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1% 

金健植物

油有限公

司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

街道办事处老码头居委会

十二组 

100,000,000 郭浩昱 

植物油脂油料收购、仓储保管、加工、销售；粮食收购；

生产加工粮油包装物；经销粮油及制品、油脂化工产品、

粮油机械及配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

油脂油料及副产品进出口（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100% 

金健米业

（重庆）有

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

18 号 
80,000,000 姚正友 

一般项目：收购、加工、销售：粮油（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在许

可证核定范围及有效期内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化危品），

市场调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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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金健农产

品（营口）

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金牛

山大街东 139 号（营口辽

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B 座五层 510） 

50,000,000 周  伟 

经销：初级农副产品、饲料及原料、化工产品（除易燃易

爆危险品）、油脂（除危险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粮食收购与销售、仓储（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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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金健面制

品有限公

司 

常德市临澧县经济开发区

安福工业园 
120,000,000 黄  亚 

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销售；国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

收购、销售；饲料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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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金健农产

品（湖南）

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

芙蓉北路 1018 号交易大

楼 101 单元 503 

20,000,000 刘志国 

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饲料、预包装食品、米、面制品

及食用油、乳制品、食盐、茶叶的批发；谷物仓储；贸易

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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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被担保单位名称 期末总资产 期末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母公司） 300,835,385.71 170,209,431.75 263,701,882.46 11,414,887.39 

金健米业国际贸易（长沙）有限公司 54,796,931.43  24,494,370.90   647,808,606.30   3,747,336.20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合并） 163,138,178.54 51,390,374.02 1,268,011,763.84 7,078,963.28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 130,716,875.84 70,691,913.62 344,701,728.03 4,299,102.23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140,450,615.02 114,619,580.25 121,046,744.54 8,940,569.98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合并） 562,883,070.22 155,717,894.50 1,444,748,640.49 25,456,596.77 

金健米业（重庆）有限公司 109,695,790.76 32,593,877.50 203,427,358.57 -35,569,394.64 

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 294,880,027.90 62,256,890.92 1,321,446,939.93 3,481,644.01 

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 154,338,988.42 41,711,759.63 182,125,601.52 -4,633,154.62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98,531,748.23 18,328,860.58 685,258,828.29 1,375,921.37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子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

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同

时，此次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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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国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子公

司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将为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且子公司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

好，为其担保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中国证监

会公告〔2022〕2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截止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35,000万元，占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8.92%。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21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暨 2021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