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21-033 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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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安琪酵
母（睢县）有限公司、可克达拉安琪酵母有限公司、安琪融
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司、安
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
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安琪酵母(普洱)有限公司、安琪酵
母(宜昌)有限公司、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预
计 2021 年对外担保（全部系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9.6 亿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26 日，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系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2.98 亿元、美元 2,971.4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10.21%。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文件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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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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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安琪酵母（睢县）
有限公司、可克达拉安琪酵母有限公司、安琪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司、安琪酵母（香
港）有限公司、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安琪纽特股
份有限公司、安琪酵母(普洱)有限公司、安琪酵母(宜昌)有
限公司、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9.6 亿元。详见下表：
公司类型

全资
子公司

公司名称

拟提供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人民币 2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睢县）有限公司

人民币 1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可克达拉安琪酵母有限公司

人民币 4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
司

人民币 5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司

折合人民币 3.6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

折合人民币 7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 折合人民币 5 亿元

控股
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2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宜昌)有限公司

人民币 3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人民币 4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安琪酵母（普洱）有限公司

人民币 3 亿

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人民币 39.6 亿元

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
根据金融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21年3月24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10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预计2021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刘鹏
2.注册资本：13,3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玉龙
工业园区南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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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混肥料、掺混肥料、
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微生物菌剂）、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专用肥料、有机水溶肥料、水溶性肥料等其他新型肥料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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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4,506.73 万元、负债总额 93,290.2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7,456.95 万 元 、 净 资 产 31,216.50 万 元 、 营 业 收 入
93,533.72 万元、净利润 3,296.22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二）安琪酵母（睢县）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陈红卫
2.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睢县城北工业区
4.经营范围：酵母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从事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463.77
万元、负债总额 3,585.7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125.26 万
元、净资产 4,878.01 万元、营业收入 7,248.78 万元、净利
润 854.71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可克达拉安琪酵母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朱少华
2.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新疆可克达拉市漳河东路 127 号工业园区
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三楼 306 室
4.经营范围：食品加工用酵母、酵母浸出物、酵母抽提
物、营养酵母（非活性酵母）的生产与销售；饲料添加剂（酵
母硒、酿酒酵母）
、单一饲料（酵母水解物、酿酒酵母细胞壁、
食品酵母粉）的生产与销售；食品添加剂（氨水、富硒酵母）
的生产与销售；场地租赁、零售；预包装食品；有机肥料的
生产与销售；家用电器、厨房用品、包装材料、包装物、机
械设备的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并可开展边境小额贸
易业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585.13
万元、负债总额 414.19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414.19 万元、净资产 3,170.94 万元、营业收入 5.04
万元、净利润-16.44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四）安琪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梅海金
2.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 2001
号 1 幢 4 部三层 333 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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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6,206.03 万元、负债总额 77,682.38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70,181 万 元 、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3,388.71 万 元 、 净 资 产
48,523.65 万元、
营业收入 11,492.40 万元、
净利润 3,551.19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五）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孙豫湘
2.注册资本：2,00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埃及开罗新买阿迪拉萨克地区，哈桑纳赛
尔街道，第 15 w/4 号大楼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活性干酵母，混合、包装泡打
粉，生产生物肥料、啤酒酵母、酵母抽提物（增味剂）以及
细胞壁。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02,468.14 万元、负债总额 72,920.7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24,255.0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3,598.07 万元、净资产
29,547.37 万 元 、 营 业 收 入 59,521.43 万 元 、 净 利 润
15,245.59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六）安琪酵母（香港）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梅海金
2.注册资本：68 万港币
3.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西 188 号香港商业中心
4.经营范围：贸易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2,368.19 万元、负债总额 37,279.2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7,279.26 万元、净资产 5,088.93 万
元、营业收入 138,556.30 万元、净利润 2,763.15 万元。
（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七）安琪酵母（俄罗斯）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覃建华
2.注册资本：18,000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利佩茨克州丹科夫市列夫托尔斯泰大街 36
号 1 号办公室
4.经营范围：酵母及其它烘焙粉成品生产；酵母衍生物
（酵母提取物、酵母核酸、酵母细胞壁、酵母多糖）生产；
肥料和氮化合物生产；食品添加剂、面包改良剂和烘焙原料
成品生产；养殖场用动物饲料成品及其组成成分的生产；饲
料酵母和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酶制剂生产；货物运输、技
术进出口贸易；与公司目标和俄罗斯现行法律不矛盾的其它
任何经营活动。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3,510.61 万元、负债总额 71,696.94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1,681.87 万元、净资产 1,813.07 万
元、营业收入 34,827.03 万元、净利润-13,172.18 万元。
（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八）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朱银宏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
3.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 168 号
4.经营范围：酵母及酵母类制品、调味品、饮料、保健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化妆品生产销售；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特殊膳食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药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
、日化用品销售；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
生化产品、日化用品原料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需持许可证经营的生化产品除外）
；原料药、干
酵母的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进出
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培训；健康管理及服务。
5.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1,851.95 万元、负债总额 23,812.88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812.88 万元、净资产 8,039.07 万
元、营业收入 31,936.59 万元、净利润-1,960.93 万元。
（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九）安琪酵母(宜昌)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陈毛清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160 号
4.经营范围：食品加工用酵母及酵母类制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生产销售；生产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生物有机
肥、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微生物
菌剂）、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生物科学技术研究；其他专用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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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547.10
万元、负债总额 4,547.09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4,547.09 万元、净资产 3,00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
元、净利润 0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十）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吴晓峰
2.注册资本：18,713.6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
4.经营范围：高活性干酵母、食品添加剂、有机肥料、
有机水溶肥、生物有机肥料、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0.38%的
股权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3,387.36 万元、负债总额 33,273.0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0,010.6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7,380.77 万元、净资产
30,114.31 万元、
营业收入 49,835.77 万元、
净利润 3,487.03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十一）安琪酵母(普洱)有限公司
1.法人代表：肖明华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镇富本
工业片区
4.经营范围：食品加工用酵母及酵母类制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生产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生物有
机肥、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微生
物菌剂）、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生物科学技术研究；其他专用设备修理。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4.34%的
股权
6.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42.71
万元、负债总额 82.71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82.71 万元、净资产 1,06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 0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议案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如
本议案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在具体发生担保
业务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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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
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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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上述控股或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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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上述控股或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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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查阅载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上披露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安琪酵
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担保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安琪
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累积对外担保金额记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全部系
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 币 2.98 亿元、美元
2,971.43 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10.21%。公司没有出现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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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