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2-06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 6 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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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炭材料”）、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云铝”）、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创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
以上四家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嘉峪关炭材料、
索通云铝、山东创新、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5,000 万元、1 亿
元、2,500 万元和 6,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69,400.00 万元（含本次）、171,396.90 万元（不含本次）、
123,333.59 万元（不含本次）、68,417.94 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
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 1,524,492.12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337.78%；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542,483.1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120.20%。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2 年 6 月份，公司为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嘉峪关炭
材料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峪关

连带责任
保证

人民币 5,000
万元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次日
起三年

无

1

分行
2

3

4

索通云铝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山东创新

德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滨州无棣支
行

索通齐力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人民币 1 亿
元

三年

无

连带责任
保证

人民币 2,500
万元

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期限
届满之日起
三年

无

连带责任
保证

新增人民币
6,000 万元

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无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2022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
各银行授信要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
过 100 亿元，该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新增担保额
度预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嘉峪关炭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9,400.00 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95,000.00 万元，嘉峪关炭材
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索通云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1,396.90 万元
（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30,008.95 万元，索通云铝的其他股东未
提供担保；为山东创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3,333.59 万元（不含本次），
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47,500.00 万元，山东创新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索
通齐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8,417.94 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
度为 74,000.00 万元，索通齐力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
保发生频次较高，且金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
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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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经营范围：预焙阳极生产、批发零售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以下项目
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工矿产品、机电产品的批发零售；计
算机应用软件开发。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22 年 3 月 31 日

160,981.04

162,242.66

流动负债总额

75,251.27

93,589.56

负债总额

76,739.84

95,049.06

资产净额

84,241.20

67,193.60

项目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2022 年 1-3 月

145,902.71

42,977.09

20,324.80

3,346.74

净利润

6.嘉峪关炭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950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5323%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176%

（二）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工业园花山片区天生桥北侧
3.法定代表人：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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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
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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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9,182.24

333,207.10

流动负债总额

147,007.53

168,527.47

负债总额

218,013.42

270,326.77

资产净额

51,168.81

62,880.33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5,700.09

65,579.43

净利润

-1,631.83

1,098.79

6.索通云铝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三）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肖利峰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
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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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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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3,077.71

295,692.14

流动负债总额

154,608.97

200,844.40

负债总额

182,012.31

224,584.24

资产净额

71,065.41

71,107.90

项目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 1-3 月

253,475.34

70,963.34

15,940.04

1.20

6.山东创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1%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9%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20%

（四）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 104 国道北侧 117 号
3.法定代表人：郎光辉
4.经营范围：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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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22 年 3 月 31 日

139,754.56

154,429.94

流动负债总额

79,069.02

94,372.36

负债总额

93,651.52

107,764.86

资产净额

46,103.04

46,665.08

项目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64,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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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3 月
22,202.82

净利润

13,077.41

553.21

6.索通齐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

Press Metal Berhad

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
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
师费等）。
（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1 亿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
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
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三）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无棣支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2,5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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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
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
（四）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
公司与债权人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经协商，
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将原担保合同项下的最高
本金限额人民币 12,000 万元变更为 18,000 万元，其他内容不变。
新增保证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
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
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嘉峪关炭材料、索通云铝、山东创新、索通齐力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全
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
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
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
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
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
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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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及子公司
之间进行的担保，有利于便利后续经营、提升决策效率、保证资金需求，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
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 1,524,492.12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37.78%，实际担保余额为 542,483.1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0.2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291,287.5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86.11%，
实际担保余额为 542,483.1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0.20%；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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