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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23-02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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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湖集团”） 

担保金额：为新湖集团提供担保金额 4.06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229.61 亿元（不包含对发行美元债券

提供的跨境担保），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合

计 180.07 亿元，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 30.07

亿元。 

 对新湖集团的担保有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拟为新湖集团提供5笔保证担保，合计担保金额4.06

亿元，本次提供的担保均为原担保到期续做，不会增加公司为新湖集

团提供的担保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1、2023年3月2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新湖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亿元。 

2、2023年3月2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2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新湖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0.55亿元。 

3、2023年3月9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新湖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0.51亿元。 

4、拟于2023年4月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签订

《保证合同》，为新湖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亿元。 

5、拟于2023年4月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新湖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亿元。 

（二）本次担保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林俊

波女士、黄芳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湖集团成立于 1994 年 11 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28410C，注册资本 37,738.33万元，黄伟先生和其配偶

李萍女士分别持股 53.07%、22.76%；注册地：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号；法定代表人：林俊波；经营范围：能源、农业、交通、建材工

业、贸易、投资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湖集团总资产 3,087,709.35 万元，

负债总额 1,475,293.8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612,415.56 万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08,104.90 万元，净利润 65,064.27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新湖集团总资产 3,175,007.83 万元，负债

总额 1,473,468.54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701,538.29万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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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04,791.09 万元，净利润 63,027.39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 

新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新湖集团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资信

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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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实际发生

日期 
担保方式 

审议的担

保额度 

融资

期限 
保证期间 担保内容 

是否有

反担保 

新湖集团 

中国农

业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城

西支行 

1 

2023/3/2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 

1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

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

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

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

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

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

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

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

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

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

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 

是【注】 

0.55 0.55 

新湖集团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宝

石支行 

0.51 2023/3/9 
连带责任担

保 
0.51 1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乙

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

乙方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

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

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

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

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

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

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等）。 



5 

新湖集团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众安支

行 

1 

预计

2023年 4

月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 1年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最终条款以签订的

协议为准）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

主债权本金金额人民币 1亿元及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最终

条款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新湖集团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杭

州西湖

支行 

1 

预计

2023年 4

月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 1年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人对债权发生

期间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

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最终条

款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

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

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

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所补足的保证金。（最终

条款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注：公司与新湖集团实际控制人黄伟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在 50亿元的额度范围内，为新湖集团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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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新湖集团资产质量良好、业务发展稳定，且已与本公司建立了较

长时期的稳定的互保关系，通过互保可为各自的正常经营提供一定的

融资保证，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本次担保以双方互保关系为基础，

且提供了足额反担保，有有效的风控措施，不会给本公司带来风险。

截至目前，新湖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48.08亿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林俊

波女士、黄芳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担保存在足额反担保，足以保障本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同时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影响有限，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经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310.07亿元（不包含对

发行美元债券提供的跨境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76.07%；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2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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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33%，其中对控股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合计180.07亿元，对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30.07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44.18%、7.38%。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