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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7-009 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

司、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安琪酵母（俄

罗斯）有限公司、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系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美元 2000

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7.31%。公司没有发生逾期

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为更好使用信贷资

金、加快控股子公司发展，进一步规范公司担保行为，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件精神，在综合考虑控股子公

司资信状况、盈利情况和实际偿还能力后，本公司拟对 2017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做出预计，具体如下： 

1、公司为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安琪

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安琪酵母（俄罗斯）

有限公司、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7亿元。详见下表： 

公司名称 本公司持股比例 拟提供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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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 100% 美金 1.2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 70% 人民币 1.5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90.38% 人民币 2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66.67%（注 1） 人民币 10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 99%（注 2） 人民币 2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100% 人民币 3亿 连带责任保证 

注 1：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亿元，公司持股 66.67%，公

司全资子公司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33.33%。 

注 2：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卢布 2.5亿元，公司持股 99%，公司全资

子公司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持股 1%。 

2、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融

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如出现下述担保事项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额超过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2）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通过直接或间

接持股方式持有 100%股份的子公司贷款担保除外）； 

（3）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4）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末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以上。 

2017年 3月 1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俞学锋 

注册资本：68万港币 

注册地：香港柴湾祥利街 29-31号国贸中心 21字楼 2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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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35,537.97 万元，负债

34,968.95万元，净资产 569.02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8,167.32万元，

净利润-14.27万元。 

（二）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俞学锋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广西崇左市城市工业园区渠珠大道 2号 

经营范围：酵母及有机肥料的生产、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 100,571.90 万元，负债    

46,801.92万元，净资产 53,769.98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5,913 万元，

净利润 8,423万元。 

（三）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俞学锋 

注册资本：18,713.6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 

经营范围：酵母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0.38%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58,851.40 万元，负债    

36,620.50万元，净资产 22,230.90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5,697 万元，

净利润 2,710万元。 

（四）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俞学锋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特北路 458 号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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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系： 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 150,497.66 万元，负债 

116,404.92 万元，净资产 34,092.74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701.70

万元，净利润 4,093.14 万元。 

（五）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覃建华 

注册资本：2.5 亿卢布 

注册地：俄罗斯利佩茨克州丹科夫市托尔斯泰街 

经营范围：酵母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49,005.12 万元，负债

38,311.85 万元，净资产 10,693.27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54.79 万

元，净利润-1,073.01 万元。 

（六）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先清 

注册资本：133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全宁路西侧) 

经营范围：食品加工用酵母的生产与销售；肥料的生产与销售；生物有机肥

的生产与销售；糖（白砂糖、绵白糖）的生产与销售；预包装农作物种子销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乳制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农业开发（专项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 

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72,836.44 万元，负债

42,828.24万元，净资产 30,008.21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725.80 万

元，净利润 4,724.8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议案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如本议案获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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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在具体发生担保业务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

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有利于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经审查，公司现已发生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批程

序和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预计事项也符合有关部门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因此，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有利于

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上述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全部系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美元 2000 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的 7.31%。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全部系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28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86.0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

担保情况。 

自 2017年 1月 1日至 3月 14日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尚未发生新的对

外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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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