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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6      证券简称：西部牧业       公告编号：临2023-004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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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泉牲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山云牧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新疆喀尔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2023 年度，公司计划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新疆泉牲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山云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新疆喀尔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提供 3,000 万元、10,000万元、2,000万元、

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借款及信用证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500 万元。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全资、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全资子公司新疆泉牲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泉牲

牧业”）本年度饲料储备业务，新疆天山云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天山云牧乳业”）及控股子公司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花园乳业”）本年度乳制品加工业务，新疆喀尔万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尔万”）本年度活牛、活羊收购业务

的顺利开展，公司计划在 2023 年度向上述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银

行承兑汇票、银行借款及信用证担保金额共计 16,00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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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为泉牲牧业提供担保 3,000万元，计划为天山云牧乳业提供担保

10,000 万元，计划为花园乳业提供担保 2,000 万元，计划为喀尔万

提供担保 1,000万元。 

本次担保计划金额合计为 16,000 万元，具体担保金额及担保期

限由具体合同约定。本次担保计划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第三十三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该事宜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新疆泉牲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7月 28日 

企业住所：石河子北泉镇八一路口东侧 

法定代表人：景磊 

注册资本：168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饲料、饲料原料生产、加工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开展边境小

额贸易业务；草种植；初级农产品收购；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豆类

种植；谷物种植；谷物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

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产品销售；土地整治服务；智能农业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业机械

销售；天然草原割草；饲料添加剂销售；生物饲料研发；土地使用权

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农作物

收割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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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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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521.9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984.70 万元，净资产为 12,537.24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604.17

万元，净利润为 2,080.63万元。 

贷款情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泉牲牧业贷款总额为 2,500

万元。 

2.企业名称：新疆天山云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1月 16日 

企业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 64 小区北三东路 21-1 号至 11

号 

法定代表人：卢永刚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灭菌乳、发

酵乳）、乳粉（全脂乳粉、调制乳粉）、其他乳制品（奶油、干酪、乳

清粉）]、饮料、冷冻食品（冷饮）、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与销售；

鲜奶的收购；包装材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畜产品、农副产品的收

购、加工与销售；奶牛养殖；氮气的生产；进出口贸易业务，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服务，货物仓储，货运代理服务，物流信息咨

询，房屋出租，场地租赁，广告的设计、制作及利用自有媒介发布和

代理广告。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276.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49,096.44万元，净资产为-22,820.09万元，营业收入为 18,631.19

万元，净利润为-2,451.68万元。 

贷款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天山云牧乳业无贷款。 

3.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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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3年6月27日 

企业住所：新疆石河子西郊花园镇 

法定代表人：李正海 

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乳制品[液体乳（灭菌乳、调制乳、巴氏杀菌乳、发

酵乳）、乳粉（全脂乳粉、调制乳粉）]、饮料（蛋白饮料类）]的生

产（食品批发）；生鲜乳收购；婴幼儿配方乳粉（湿法工艺）；食品添

加剂氮气的生产；碳酸饮料制造;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含乳饮

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固体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糕

点、面包的制造及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花园乳业为新疆规模较大的专业生产乳制品的企业之一，集奶牛

基地、乳品加工、产品销售为一体，“花园”牌产品在疆内市场有较

高的知名度，已进入到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市场。花园乳业引进国

际先进水平的瑞典利乐生产线和国内领先的杭州中亚生产线、北京中

轻机生产线，日处理鲜奶能力 300 吨，其中酸奶 100 吨，UHT 奶 100

吨，奶粉 100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60%股权。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146.2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122.47 万元，净资产为 23,023.76 万元，营业收入为 68,416.32

万元，净利润为 7,826.94万元。 

贷款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花园乳业无贷款。 

4.企业名称：新疆喀尔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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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住所：新疆石河子市西四路 5-2号 

法定代表人：杨少春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的生产、销售；牛、羊的

收购；牲畜、家禽的饲养；牲畜、禽类屠宰；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房屋租赁；餐饮服务；牛肉、羊肉、畜禽产品、农副产品、预包装食

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的销售；停车场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73.66万元，负债总额为 3,642.65

万元，净资产为-1,268.99 万元，营业收入为 3,583.46 万元，净利

润为 111.58万元。 

贷款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喀尔万无贷款。 

三、计划担保情况 

1.计划为泉牲牧业提供担保 3,000万元； 

2.计划为天山云牧乳业提供担保 10,000万元； 

3.计划为花园乳业提供担保 2,000万元； 

花园乳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公司计划

在 2023年度向花园乳业提供担保 2,000万元，该事宜尚须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鉴于花园乳业其他股东

均为自然人股东，无法提供有效资产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

担保，故本次担保由公司单独执行。花园乳业为公司重要的乳制品加

工企业之一，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资产质量，履约能力良好，其自身具

有较强的账务偿还能力。2021 年度、2022 年度花园乳业均未向银行

提出贷款、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申请。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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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146.23万元，负债总额为 12,122.4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4.49%，

净资产为 23,023.76 万元，营业收入为 68,416.32 万元，净利润为

7,826.94万元。该担保计划仅为公司 2021年度对控股子公司花园乳

业提供担保的计划，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公司与银行实际

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经对花园乳业资产质量、经营状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公司认为给控股子公司花

园乳业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4.计划为喀尔万提供担保 1,000万元。 

上述子公司尚未向银行提出贷款、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申

请,因此有关具体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订,担保计划尚未实质性实施,

公司将及时对担保协议签订情况和具体实施的担保情况予以公告。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四家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为

支持各子公司 2023 年更好的运营发展,保证各项生产任务的顺利开

展，公司董事会认为对上述全资、控股子公司进行银行承兑汇票、贷

款及信用证担保是必要的,可行的,安全的。上述担保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以及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同意为上述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法可行，

公司对所述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可实现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

公司出资人的权益。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需注意在实际操作

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

施。同意公司 2023年度的担保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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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3,500万元，系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泉牲牧业提供的 2,500万元担保，为天山云牧乳业提供

的 1,000万元担保。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

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3.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