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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的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公告中包括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 为下属公司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耐磨”） 

提供共计 1,100 万元的担保。开源耐磨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为下属公司银行借款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

华东瑞泰为其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2 年公司为下属公司

的银行借款业务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瑞

泰”）为其子公司宜兴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瑞泰”）的银行借

款业务提供担保，并经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额度分配的议案》，并经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召开

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2022 年 5 月 1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瑞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额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近日，开源耐磨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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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宁国市支行”）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34010120220002942、34010120220002943），借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440 万元、

660 万元。公司与农行宁国市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100520220001068），公司为本次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近日，宜兴瑞泰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交行

无锡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B0CYX-A003(2022)-7024），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华东瑞泰与交行无锡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B0CYX-D062(2022)-6031），华东瑞泰为本次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三）根据前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已授权公司董事长和华东瑞泰的法

定代表人在担保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开源耐磨”） 

设立时间：2006 年 12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白雪松 

住所：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畈村路 

注册资本：2,35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耐磨金属及其零部件、机械配件、铸钢铸铁件、合金结构钢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破碎、粉磨系统节能技术服务；废旧钢球及合金铸钢件的回

收；提供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厂房租赁；自营本公司产品和技术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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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开源耐磨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51.02%。 

开源耐磨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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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40.13%

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材料
有限公司

51.02%

宁国市宁瑞贸易有限公司

48.98%

 

开源耐磨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5,839.44 16,337.88 

负债总额 12,342.25 12,714.94 

银行贷款总额 5,753.83 6,25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342.25 12,714.94 

净资产 3,497.19 3,622.94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9,591.31 10,830.49 

利润总额 -743.44 107.25 

净利润 -733.32 125.75 

开源耐磨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名称：宜兴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宜兴瑞泰”） 

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7 日 

住所：宜兴市宜城街道南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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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钱蛇大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耐火保温材料制品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耐火保温材

料、特种陶瓷的制造、销售及与此相对应的工程承包；金属材料的销售；土地使

用权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防水防腐保温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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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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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宜兴瑞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的子公司，其中

华东瑞泰占其注册资本的 57.43%。 

宜兴瑞泰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所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0%

40.13%

55.74%

宜兴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57.43%

宜兴市张泽耐火电瓷厂
有限公司

42.57%

 

宜兴瑞泰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1,437.94 20,100.69 

负债总额 12,283.49 11,1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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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总额 3,854.81 3,4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232.68 11,121.76 

净资产 9,154.45 8,928.11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9,572.05 8,699.25 

利润总额 730.28 122.07 

净利润 671.56 123.66 

宜兴瑞泰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开源耐磨担保相关 

1、公司与农行宁国市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保证人：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万元整 

保证期间：2022 年 4 月 12 日至 2023 年 4 月 11 日  

2、开源耐磨与农行宁国市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人：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借款方式：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金额：人民币肆佰肆拾万元整 

借款期限：1 年 

借款利率：3.9% 

3、开源耐磨与农行宁国市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人：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借款方式：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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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金额：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元整 

借款期限：1 年 

借款利率：3.9% 

（二）宜兴瑞泰担保相关 

1、华东瑞泰与交行无锡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保证人：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兴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仟陆佰捌拾柒万柒仟贰佰肆

拾元整 

保证期间：2022 年 5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6 日 

2、宜兴瑞泰与交行无锡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人：宜兴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贷款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借款方式：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金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借款期限：9 个月 

借款利率：3.95% 

 

五、董事会意见 

（一）开源耐磨担保相关 

公司为下属公司开源耐磨的银行借款业务提供担保，是出于其实际发展需要，

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在评估开源耐磨的偿债能力后，公司董事

会认为开源耐磨生产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有一定的保证，担

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开源耐磨的少数股东将以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担保公平、

对等。公司将依据《担保收费管理办法》收取担保费用。 

（二）宜兴瑞泰担保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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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瑞泰为宜兴瑞泰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

和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要，宜兴瑞泰是华东瑞泰的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对其有

实质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宜兴瑞泰的另一股东——宜兴市张泽耐火电瓷厂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宜兴

瑞泰股权向华东瑞泰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对等。 

（三）上述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包括此次担保在内，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

额为 10,6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9.71%，均为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及下属公司对其子公司的担保，除此外无任

何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和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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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耐磨与农行宁国市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与农行宁

国市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宜兴瑞泰与交行无锡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华东瑞泰与交

行无锡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