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2-055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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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

司”）。 

 公司于 2022 年 6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2 年 9 月，公司为

供应链公司在相关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 3,293.70 万元。截至 2022 年 9月 30 日，

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74,947.54 万元。 

 2022 年 9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

逾期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 2022 年 9月份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2年度担保计划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6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会

议同意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43.60亿元，并同意授权总

经理办公会具体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

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中被担保方均是公司

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 4 家，担保金额 30.6亿元；控股子

公司 1家，担保金额 3 亿元；开展票据池业务，公司及子公司、子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10 亿元。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月 28 日、6

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2-022 号）、《关于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临 2022-027 号）、《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2-036 号）。 

（二）2022 年 9月份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2 年 9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供应链公司向重庆三峡银行万州分行偿还了

8,586.10 万元贷款，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偿还了 375.85 万元贷款，从而解除公

司 8,961.95 万元的担保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舟白发电有限公司向秀山农

商行偿还了 800 万元贷款，从而解除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800

万元的担保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两

江分行偿还了 175 万元贷款，从而解除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

司 175 万元的担保责任。 

同月，因申请融资需要，公司为供应链公司在 2022 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

3,293.70 万元担保，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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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邓义虹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0WBT74Y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滨路 22号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新型铁路机车车辆进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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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

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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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供应链公司资产总额为 22,04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737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50,034 万元，净利润 53 万元。 

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供应链公司资产总额为 54,63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4,436 万元；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62,395 万元，净利润-104 万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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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

排，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

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

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

成果带来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2022 年度担保计划中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

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

益。为满足公司部分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使其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



 

重组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会议同意公司 2022 年度

担保计划事项，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43.60亿元，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

理办公会具体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

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2 年度担保计划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

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

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

来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因

此，一致同意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599,687.23 万元(含

2022 年度担保计划中尚未使用额度 424,739.69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54.90%。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及子公

司之间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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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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