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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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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被担保人名称：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衢州”）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友衢州分别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总额不超过 7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三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华友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37,086.98 万元人民
币。

（二）


被担保人名称：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衢州”）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衢州分别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7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新能源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6,105.49 万元人民币。

（三）


被担保人名称：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巴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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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巴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支行申请总额

不超过 24,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连
带责任反担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成都巴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3,877.00
万元人民币。

（四）


被担保人名称：PT.HUAKE NICKEL INDONESIA（中文名“华科镍业印尼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科镍业”）



公司和华友国际矿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国际矿业”），为控
股子公司华科镍业向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4,600 万美元授
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和华友
国际矿业为华科镍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600 万美元。

(五）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或“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衢州为公司向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
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截止
本公告日，新能源衢州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8,842.6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本公告日期间的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执行
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自身或其控股子公司，均不为上市公司关联
人。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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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 2022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在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的期间内预计担保金额为 1,225 亿人民币（含等值外币），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5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
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0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5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为自
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为 30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以及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5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上述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在上述预计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
内的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对具体担保另行审
议，并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担保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
件上加盖公司印章）。
经上述授权，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公司为华友衢州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
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73,000 万元人民币
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为新能源衢州向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7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为成都巴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堂县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24,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成都巴莫为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巴莫”）全资子公司，天津巴莫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
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公司和华友国际矿业为华科镍业向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 4,600 万美元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华科镍业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新能源衢州为公司向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
年。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华友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37,086.98 万元人民币，公
司为新能源衢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6,105.49 万元人民币，公司为成都巴莫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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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余额为 253,877.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和华友国际矿业为华科镍业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4,600.00 万美元，
新能源衢州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8,842.6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本公告日期间的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执行
情况。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自身或其控股子公司，均不为上市公司关
联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华友钴业
公司名称：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二期梧振东路 18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钴、镍、铜氧化物，钴、镍、铜盐类，钴、镍、
铜金属及制品，钴粉，镍粉，铜粉，氢氧化钴，钴酸锂，氯化铵；金属矿产品和粗
制品进口及进口佣金代理，生产设备进口及进口佣金代理。（上述涉及配额、许可
证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范围详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
主要股东：华友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合计持有公司 23.17%的股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5,798,905.63 万元，净资产为
1,938,359.09 万元，净利润 389,750.35 万元。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
产为 7,595,376.35 万元，净资产为 2,670,884.44 万元，净利润 120，630.56 万元。
（二）华友衢州
公司名称：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二期)廿新路 1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四氧化三钴、陶瓷氧化钴、碳酸钴、草酸钴、
金属钴、三元前驱体及金属铜、海绵铜、粗硫化铜、金属镍、氯化铵、硫酸铵（固
体和液体）、硫酸锰、硫酸锌、磷酸铵镁、磷酸铁、碳酸锂、碳酸镁（中间产品）、
氧化镁、氢氧化钴、铝片、陶粒、透水砖、粗制锗的氢氧化物、硫化铜钴、粗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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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镍、粗制碳酸锰、铁精粉、无水硫酸钠、粗制碳酸锌生产；锂离子电池检测、拆

解、重组、回收处理、销售（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用产品和系统
的技术开发、租赁、销售；钴系新材料、锂电新能源相关材料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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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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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 99.1568%，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持股 0.843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友衢州总资产为 1,267,759.44 万元，净资产为
498,551.62 万元，净利润 136,601.82 万元。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华友衢州总
资产为 1,563,529.14 万元，净资产为 531,869.49 万元，净利润 33,317.87 万元。
（三）新能源衢州
公司名称：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廿新路 18 号 9 幢 1 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
体、钴酸锂、四氧化三钴、磷酸铁锂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
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华友钴业持股 1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能源衢州总资产为 674,820.71 万元，净资产为
225,239.59 万元，净利润 17,350.22 万元。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新能源衢州总
资产为 744,387.32 万元，净资产为 237,192.16 万元，净利润 11,952.57 万元。
（四）华科镍业
公司名称：PT.HUAKE NICKEL INDONESIA （中文名“华科镍业印尼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Sopo Del Office Tower A Lantai 16 Jl. Mega Kuningan Barat III
Lot 10 1-6 , Kel. Kuningan Timur, Kec. Setiabudi, Kota Adm.Jakarta Selatan,
Prov. DKI Jakarta
经营范围：为公司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的实施主体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持股 70%，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科镍业总资产为 171,412.48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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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4.46 万元，净利润-677.16 万元。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华科镍业总资产为

245,491.83 万元，净资产为 68,397.78 万元，净利润-145.15 万元。
（五）成都巴莫
公司名称：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蓉州街成阿商务中心
三楼 6908 室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研制、开发、生产高科
技电池材料产品；与信息产业配套的电源产品及相关材料、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
批发兼零售；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锂离子电池检测、拆解、重组、回收处理、销
售（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用产品和系统的技术开发、租赁、销售；
技术咨询、转让、分析检测及其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巴莫总资产为 751,735.52 万元，净资产为
178,878.77 万元，净利润 20,457.30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华友衢州分别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合计不超过 7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新能源衢州分别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
不超过 17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不超过三年。
成都巴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24,000 万
元人民币授信融资，公司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成都
巴莫为天津巴莫全资子公司，天津巴莫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华友控股为公司本次
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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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科镍业向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4,600 万美元授信融资，

公司和华友国际矿业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华科镍业
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向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融
资，新能源衢州为该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
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担保预计事
项，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
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5,289,411.88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3,028,371.67 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 589,486.80
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890,605.42 万元人民币；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抵押金额 780,947.98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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