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7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子公司山东仙坛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仙坛食品”）、山东仙坛清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坛清食

品”）、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坛仙食品”）、山东仙坛鸿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坛鸿食品”）、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诸城食品”）和山东仙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坛科技”）为满

足生产经营发展所需，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和诸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昌城分理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等银行

合计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其中仙坛清食品、仙坛

仙食品、仙坛鸿食品申请累计不超过 3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仙坛食品、诸

城食品、仙坛科技申请累计不超过 45,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上述子公司的最

终授信额度及期限将以实际与银行签署的协议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

使用, 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公司可以给上述子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

证、质押、实物抵押等方式的担保。上述担保额度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董事长与上述银

行签署最高额担保协议。最长担保期限五年。公司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以实际与

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前述被担保主体中，诸城食品和仙坛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

制其财务和经营决策，诸城食品和仙坛科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是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且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小，少数股东未

同比例提供担保不会导致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2022年 4 月 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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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截至报告期末（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情

况（如有） 

担保

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合作农场 
2020年 12

月 24日 
10,000 - 5,990 

连带责

任保证 
- 

其它至少

三个农场

或经公司

认可的担

保人 

三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

额度合计（A1） 
10,000.0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A2） 
621.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

保额度合计（A3） 
10,000.0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合计（A4） 
3,352.22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情

况（如有） 

担保

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山东仙坛仙食

品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24日 

60,000 

2021年 03

月 04日 
3,500 

连带责

任保证 
- - 一年 否 是 

山东仙坛仙食

品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24日 

2021年 05

月 26日 
1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 - 一年 否 是 

山东仙坛仙食

品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24日 

2021年 05

月 28日 
4,500 质押 

农行理

财产品 
- 一年 否 是 

山东仙坛仙食

品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24日 

2021年 08

月 05日 
1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 - 一年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B1） 
60,0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28,000.00 



（B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

司担保额度合计（B3） 
60,0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B4） 
28,000.0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 
70,00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B2） 
28,621.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A3+B3） 
70,00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A4+B4） 
31,352.22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7.12% 

报告期末可用担保额度 38,647.7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东仙坛清食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仙坛清食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名  称：山东仙坛清食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崔山大街 2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峰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 08 月 29日 

营业期限：2019年 08 月 29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水产品冷冻加工、销售，肉制品及副食品、速冻食品、调味品的

生产、批发、零售，低温仓储，餐饮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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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坛清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928.85 32,510.84 

负债总额 22,107.42 25,502.64 

净资产 7,821.42 7,008.20 

营业收入 271.76 1,002.37 

利润总额 -145.13 -1,068.19 

净利润 -58.44 -813.22 

资产负债率 73.87% 78.44% 

3、山东仙坛清食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仙坛仙食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名  称：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崔山大街 2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峰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 11 月 25日 

营业期限：2015年 11 月 25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蔬菜、瓜果冷藏加工，禽类屠宰，低温仓储，畜禽制品、水产品

冷冻加工、销售，餐饮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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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坛仙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336.17   61,749.83  

负债总额  53,308.81   53,073.26  

净资产  9,027.36   8,676.57  

营业收入  91,461.50   18,910.14  

利润总额  192.54   -481.95  

净利润  -119.90   -350.78  

资产负债率 85.52% 85.95% 

3、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山东仙坛鸿食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仙坛鸿食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名  称：山东仙坛鸿食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崔山大街 2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 04 月 03日 



营业期限：2014年 04 月 03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肉类、水产食品、速冻食品、调味品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

低温仓储，餐饮服务，肉制品的研发；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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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仙坛鸿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695.10   28,844.35  

负债总额  18,546.98   21,724.06  

净资产  7,148.12   7,120.29  

营业收入  12,951.64   3,666.17  

利润总额  -815.01   -48.25  

净利润  -553.59   27.82  

资产负债率  72.18% 75.31%  

3、山东仙坛鸿食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诸城食品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2.86%的股权。 

名  称：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昌城镇仙坛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王寿恒 

注册资本：柒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 09 月 09日 

营业期限：2019年 09 月 09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生物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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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屠宰；家禽饲养；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饲料生产；饲料

添加剂生产；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粮食收购；食品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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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审批结果为准） 

2、诸城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1,857.59   151,340.20  

负债总额  87,178.59   97,044.25  

净资产  54,679.00   54,295.95  

营业收入  25,430.19   14,089.16  

利润总额  -1,115.46   -483.33  

净利润  -975.78   -383.05  

资产负债率 61.46% 64.12% 

3、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山东仙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仙坛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 

名  称：山东仙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尺坎村 

法定代表人：王寿恒 

注册资本：叁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 04 月 24日 

营业期限：2018年 04 月 24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肥料销售；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塑料制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农、林、牧、副、渔业

专业机械的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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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动物无害化处理；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农药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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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仙坛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54.24 7032.70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负债总额 2537.37 3661.06 

净资产 3416.87 3371.64 

营业收入 691.65 110.04 

利润总额 -292.15 -45.23 

净利润 -292.15 -45.23 

资产负债率 42.61% 52.06% 

3、山东仙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山东仙坛食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仙坛食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名  称：山东仙坛食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崔山大街 2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峰 

注册资本：叁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5年 09 月 09日 

营业期限：2005年 09 月 09日至 2055 年 09 月 0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蔬菜、瓜果冷藏加工，禽类屠宰，低温仓储，畜禽制

品、水产品冷冻加工、销售，餐饮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生物技术研究服务，动物源性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的加工、采购及销售，

提供与产品有关的技术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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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仙坛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或 2021年 12 月 31日） 

2022 年 1-3月 

（或 2022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1,445.88 

 

113,978.86 

负债总额 75,223.78 67,942.07 

净资产 46,222.10 46,036.79 

营业收入 200,296.69 47,475.82 

利润总额 -408.40 -350.87 

净利润 -616.18 -185.31 

资产负债率 61.94% 59.61% 



3、山东仙坛食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子公司仙坛食品、仙坛清食品、仙坛仙食品、仙坛鸿食品和诸城食品、仙坛

科技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和诸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诸城昌城分理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合计申请累计不超过人

民币 8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其中仙坛清食品、仙坛仙食品、仙坛鸿食品申请

累计不超过 3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仙坛食品、诸城食品、仙坛科技申请累

计不超过 4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上述子公司的最终授信额度及期限将以实

际与银行签署的协议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在授信额度范围内

公司可以给上述子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质押、实物抵押等方式

的担保。授权董事长与上述银行签署最高额担保协议。最长担保期限五年。公司

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以实际与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五、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仙坛食品、仙坛清食品、仙坛仙食品、仙坛鸿食品、

诸城食品、仙坛科技提供担保，合计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的综

合授信，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与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违背的情况，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上述担保额度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仙坛食品、

仙坛清食品、仙坛仙食品、仙坛鸿食品、诸城食品和仙坛科技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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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公

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仙坛食品、仙坛清食品、仙坛仙食品、仙

坛鸿食品、诸城食品和仙坛科技经营状况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本

次担保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

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为上述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仙坛食品、仙坛清食品、仙坛仙食品、仙坛鸿食品、诸

城食品和仙坛科技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违背的情况。本次

担保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为上述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农场的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2.27%。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对农场的担保余额为

3,519.8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8.17%。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9,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86%。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42,519.84万元（含本次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6%。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