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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0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22-07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

相担保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48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适用期限自通过之日起至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新授权或以金融机构对相关标的的相关授信合同结束日期为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确保其资金流畅通，同时加强公

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增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和合

理性，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总计不超过480,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

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明

细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万元） 

1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90,000 

2 贵港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 10,000 

3 徐州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 10,000 

4 北京世纪阿姆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5 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 深圳市好阳光肥业有限公司 3,000 

7 深圳市芭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4,000 

8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进行担保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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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80,000 

上述计划仅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

拟定担保额度，担保协议由担保人、被担保人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确定，签约时

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以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此担保

事项需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额度适用期限自通过之日起至下

次股东大会审议新授权或以金融机构对相关标的的相关授信合同结束日期为止。 

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

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

范围之内。担保对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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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

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含

间接持股）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点 主营业务 

贵州芭田生

态工程有限

公司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29980 100% 吴益辉 

贵州省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瓮

安县工业园区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化肥（各种复合肥、新型肥料等）、化工原料、新材

料、建筑材料的研发及产品的生产、购买、销售；矿山资源开发利用

及矿产品的生产、购买、销售；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形成产品的生产、

购买、销售。） 

贵港市芭田

生态有限公

司 

2006 年 09 月

05 日 
22943.2 100% 吴益辉 

贵港市港北区上

江码头 

生产销售复混、复合肥料高浓度、掺混肥料、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

微生物肥料、水溶肥料、有机肥料；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

仓储经营。化肥、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购销。 

徐州市芭田

生态有限公

司 

2005 年 08 月

25 日 
21377.178 98.60% 欧波 

沛县能源经济技

术开发区郝寨路

南 

生产销售多元复合肥和其它肥料；化肥和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购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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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世纪阿

姆斯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1996 年 11 月

21 日 
5017.8498 100% 邓祖科 

北京市海淀区天

秀路 10号中国农

大国际创业园 3

号楼 5 层 5029 

开发生物产品、微生物菌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土壤调理剂、生

物有机肥、有机肥料；销售自产产品；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销售化

肥、农药（不含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农药）、农膜；零售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

营；生产生物产品、微生物菌剂、复混肥料、水溶肥料、土壤调理剂、

生物有机肥、有机肥料；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水污染治理；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辐射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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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和原生态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09 年 06 月

26 日 
10000 97.20% 华建青 

深圳市南山区粤

海街道高新技术

园学府路 63号联

合总部大厦 30楼

30A 室 

生产、经营及零售多元复合肥和其他肥料（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

照，由分支机构经营），农资产品用具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肥料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测土配方配肥技

术服务；农副产品购销；农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农业技术培训、

企业管理培训。^农药经营；药肥经营。 

深圳市好阳

光肥业有限

公司 

2001 年 12 月

25 日 
3079 100% 焦付安 

深圳市宝安区松

岗镇江边村 

农资产品用具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肥料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测土配方配肥技术服务；农副产品购销；

农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购销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剧毒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及零售多元复合肥料、复

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缓释肥料及其它肥料（生产

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另行申办营业执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 

深圳市芭田

农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 

2009 年 04 月

02 日 
500 100% 郑少敏 

深圳市南山区粤

海街道滨海社区

高新南十道 63号

高新区联合总部

大厦 30层 B 室 

化肥零售；其他肥料、农资产品用具的购销；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滴灌、喷灌、微灌、温室大棚、灌溉自动化控制器；

及承接相应的工程设计安装；农用机械设备等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 

注：以上公司暂无评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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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对象 2021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元 

 

被担保人名称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贵州芭田生态

工程有限公司 
  3,706,617,741.55    2,467,232,001.41    1,239,385,740.14    2,249,177,128.19    63,911,895.35    52,152,550.96  

贵港市芭田生

态有限公司 
  1,599,148,536.36    1,185,640,265.07      413,508,271.29      612,536,724.61    30,530,183.70    27,875,507.55  

徐州市芭田生

态有限公司 
    969,989,846.25      681,216,297.68      288,773,548.57      744,131,451.87    28,220,354.75    26,356,603.60  

北京世纪阿姆

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707,129,818.14      582,614,613.99      124,515,204.15      332,215,468.52    11,148,600.35    10,625,589.37  

和原生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13,921,415.58      174,158,209.52       39,763,206.06       18,008,477.21    -4,625,103.92    -4,678,833.88  

深圳市好阳光

肥业有限公司 
     41,952,560.84        3,730,487.38       38,222,073.46          360,000.00    -1,713,778.08    -1,688,079.59  

深圳市芭田农

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12,405,564.05        7,751,735.54        4,653,828.51       25,670,533.95       983,800.38       969,1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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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

由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合作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

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公司累计担保金额及数量 

（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并无对外担保事项。 

（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数量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对深圳市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232,000万元，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32,600

万元，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0万元，贵港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对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共计为0万元。 

（三）公司累计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是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规范加强担保的日常管理，增强公司担保行为的计划

性与合理性，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经营效率，对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子公司之间

互保及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的年度担保总额度进行预计并履行审议程序。公司本

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其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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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