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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向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对中信特钢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澄特钢”）向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航”）提供

关联担保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澄特钢拟对公司参股公司湖北中航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融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对参股公司湖北中航持股 40%，湖北中航因经营发展

所需，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授信。授信需要股东方兴澄

特钢与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中南”）按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其中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拟按照持股比例为湖北中航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中航中南为湖北中航提供同等条件同比例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签署相关协议后的三

年。湖北中航可根据其自身融资需求，在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和期限内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洽谈具体的融资条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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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为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湖北中航共向银行申请了 1 亿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兴澄特钢根据其持股比例提供人民币 4,000 万元的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为主债务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兴澄特钢在报告期末对湖北中航担

保实际余额合计 0元。 

因公司副总裁谢文新在湖北中航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非关联董事全

票审议通过了该事项，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公司关联

董事钱刚先生、郭家骅先生、李国荣先生、黄国耀先生、李国忠先生、王文金先

生回避表决本议案，鉴于湖北中航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回避表决。 

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兴澄
特钢 

湖北
中航 

40% 77.51% 0 12,000 0.33% 是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担保对象概况 

企业名称 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石大道 316号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建设 

成立时间 2011年 08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20057988157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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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持股 60%；江阴兴澄特种钢铁
有限公司持股 40% 

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矿石、原材料；航空零

配备件、电子火控配套件、铸锻件的销售、维修及技术咨询服

务；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加工；建筑材料、工程设备投标

代理；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配送服务；普通货运；货物
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和禁止类）。（涉及行业许可持证经

营） 

（二）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4.58 4.07 

负债总计 3.55 3.56 

所有者权益 1.03 0.51 

利润表科目 2022年度（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3 5.55 

利润总额 0.17 0.17 

归母净利润 0.13 0.13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湖北中航目前不存在资产质押、对外担保事项，涉

及法律诉讼未结案件金额 363 万元，企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历史沿革和业务发展情况 

湖北中航注册成立于 2011 年 8月，公司地址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注册资金 5,000 万元，旨在努力打造成为特种钢专业销售平台。 

湖北中航利用中航中南的平台优势，开发锻材、不锈钢、高温合金和高强合

金结构钢等高端产品，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在尖端市场的占有率。 

湖北中航近三年稳步发展，不断拓展新的业务渠道，高温合金及高强钢业务

逐步扩大，经营发展情况良好。 

（四）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裁谢文新在该公司任董事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779433771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509611094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50961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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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信情况及履约能力 

湖北中航具有较好履约能力，风险可控，保障措施充分有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湖北中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提供担保主要内容 

湖北中航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授信。授信需要股东

方兴澄特钢与中航中南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其中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拟按照持

股比例为湖北中航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中航中南为湖北中

航提供同等条件同比例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此次担保不涉及反

担保事项。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四、上市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942,000 万元,以及 6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4,143.12 万元），汇率以 2023 年 3月 17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

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26.08%。公司及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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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0.3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

额为 279,700 万元，以及 5,618.92 万美元（折合 38,799.77 人民币万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8.78%。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促进公司持股 40%的参股公司生产经营，满足参股公司的

业务发展贷款及融资需要。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有利于促进湖北中航发展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持续开展，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金额 

2023 年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湖北中航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3,522 万元，在已审议的年度额度范围内。 

七、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此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的整

体利益，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市场，促进经营业务发展和经营效益的提

升，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关联担保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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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航经营情况正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同时，公司按照

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该公司其他股东亦已按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

本次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提供担保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如下：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促进公司持股 40%的参股公司生产经营，满足参股公

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次担保对象的经营状况正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

围内，湖北中航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同时湖北中航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同

等条件向湖北中航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故担保对象未提供反担保。公司本

次提供担保的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为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提

供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信特钢全资子公司兴澄特钢拟对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销

售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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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泰富

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向湖北中航冶钢特种

钢销售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薛万宝  康昊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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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泰富

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向湖北中航冶钢特种

钢销售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乔 端  胡 洁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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