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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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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包钢和发

稀土有限公司、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

限公司、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

公司、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包头红天宇稀土磁材有

限公司、包头市金蒙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上述15家公司（以下简称“15

家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46.62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连带

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反担保协议将在担保事项发生时签订）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公司15家控股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其融资能力，

2016年度，公司拟为15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6.62亿元的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连带担保，全部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6.06%，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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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担保融资全部用于15家控股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为15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即为15家控股子公司的融资额度，被

担保子公司在融资时，融资额合计不得超过公司担保的限额，融资形

式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抵押、信用等。 

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北方稀土

持股比例 

拟担保额度

（万元） 

1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100% 20,000 

2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93.17% 16,000 

3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75% 5,000 

4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8% 300,000 

5 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60% 4,000 

6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51% 10,000 

7 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51% 18,000 

8 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 49% 29,000 

9 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48% 17,000 

10 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44% 5,000 

11 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40% 9,000 

12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5% 27,000 

13 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 35% 5,000 

14 包头红天宇稀土磁材有限公司 34% 800 

15 包头市金蒙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34% 400 

担保额度合计 466,200 

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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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公司2016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东壕口村 

法定代表人：李冬 

经营范围:稀土产品及其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氯化铵产品的回收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比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065,559,274.15  

负债总额 444,899,710.81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02,089,988.57  

资产净额 620,659,563.34  

营业收入 851,748,762.63  

净利润 17,258,102.09  

2.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 32号 

法定代表人：王标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产品及中间合金的生产、加工、研发、销售；

磁性材料相关设备、磁性材料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磁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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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关产业的投资；磁性材料应用与机械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

以及与磁性材料生产和制造相关的进出口服务；稀土产品、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购销。 

                  2015 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864,026,168.38 

负债总额 273,159,853.94 

其中：银行贷款 1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64,309,569.94 

资产净额 590,866,314.44 

营业收入 425,236,955.24 

净利润 -11,539,763.25 

3.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琚建勇 

经营范围:高温合金的生产和销售；生产、销售混合稀土贮氢合

金材料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69,227,184.53 

负债总额  223,523,663.44 

其中：银行贷款  5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1,062,470.69 

资产净额 -54,296,478.91 

营业收入 105,489,2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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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5,523,835.85 

4.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 83 号 

法定代表人：王福生  

经营范围: 各种稀土氧化物、化合物、稀土金属等稀土产品的采

购、仓储、销售；冶金、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及合金产品的采购、销

售；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及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采购、销

售；稀土行业生产中各类回收产品的采购与销售；稀土信息咨询服务；

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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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898,877,274.45  

负债总额  3,510,269,546.63 

其中：银行贷款 244,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510,269,546.63  

资产净额 388,607,727.81  

营业收入  4,764,418,549.86 

净利润  -766,468,853.72 

5.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万山镇军二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孟志泉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钕铁硼速凝薄带合金片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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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2015年度年报数据 

6.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青工南路 15号 

法定代表人：张日辉  

经营范围: 稀土产品生产，稀土产品技术咨询服务；本企业自产

的稀土产品出口（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除外）、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进口（国家实行核定

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外）；分子筛、催化剂的生产与销售。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524,368,559.67 

负债总额  180,292,279.32 

其中：银行贷款 4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1,875,662.79 

资产净额  344,076,280.35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16,234,696.82  

负债总额 8,129,453.29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8,129,453.29  

资产净额 108,105,243.53  

营业收入 168,400,781.80  

净利润  1,096,9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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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78,667,639.08 

净利润  587,509.81 

7.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宗汉街道新兴产业集群区新兴一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孟志泉 

经营范围:合金新材料、完全降解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钕铁

硼速凝甩带的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真空速凝甩片的制造、

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和核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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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268,336,208.97 

负债总额  121,570,326.57 

其中：银行贷款 6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1,570,326.57 

资产净额 146,765,882.40 

营业收入 215,755,269.12 

净利润 -4,557,651.53 

8.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工业一园 

法定代表人：李金玲  

经营范围:稀土矿产品冶炼、分离及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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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年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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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475,798,647.07 

负债总额  487,515,988.83 

其中：银行贷款  29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81,509,772.39  

资产净额  -11,717,341.76 

营业收入 76,124,367.85  

净利润  -46,423,374.45 

9.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信丰县星村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金玲 

经营范围: 稀土分组、分离产品、稀土金属生产销售，钕铁硼废

料加工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的化学品）生产

销售（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243,735,331.23  

负债总额 186,727,888.05  

其中：银行贷款 16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0,967,888.05  

资产净额 57,007,443.18  

营业收入  420,846,226.57 

净利润  -11,907,540.17 

10.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延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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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孟志泉 

经营范围: 生产钕铁硼永磁材料、储氢材料、稀土材料及其合成

材料；销售钕铁硼永磁材料、储氢材料、稀土材料及其合成材料；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12,548,335.08 

负债总额 110,979,073.87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10,979,073.87  

资产净额 201,569,261.21  

营业收入 675,621,452.20  

净利润 20,475,217.49  

11.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路 83 号稀土高

科 403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坚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3－28：医用磁共振设备。（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16.6.1）.销售：III 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

器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

器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 X 射线设备；手术及急救装置；低温

治疗仪器；诊断图像处理软件；介入器材；II类：无创意用传感器，

无创监护仪器；便携式超声诊断设备；医用 X 射线设备；X 射线透视、

摄影附加装置；软件。一般经营项目：对外进出口贸易、从事上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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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技术服务及售后服务。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及稀土高科

技应用产品的销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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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532,020,756.98 

负债总额  107,108,240.70 

其中：银行贷款   6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5,608,240.70 

资产净额  424,912,516.28 

营业收入  102,568,482.39 

净利润  -18,415,924.26  

12.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临淄区南王镇开发区中心路 

法定代表人：许涛 

经营范围: 硝酸镧、硝酸铈、硝酸钕、硝酸镨、硝酸铈铵生产、

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稀土富集

物及化合物、混合稀土合金产品、稀土抛光粉生产、销售，塑料薄膜

加工、销售，二乙烯苯销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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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692,070,975.46  

负债总额   230,868,972.12  

其中：银行贷款   17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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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228,468,972.12  

资产净额   460,042,365.76  

营业收入   612,807,644.13  

净利润     5,957,016.73  

13.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靖江市经济开发区城南园区城西大道永益路 

法定代表人：李金玲  

经营范围: 稀土深加工产品、三基色荧光粉、发光材料研发、生

产、销售；金属及金属矿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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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203,077,520.10 

负债总额 5,354,520.60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5,354,520.60 

资产净额  197,722,999.50 

营业收入 23,897,056.46  

净利润 -8,068,539.15 

14. 包头市红天宇稀土磁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包头市昆区哈业脑包钢铁稀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义 

经营范围: 稀土系列产品的研发、加工及销售。 

2015年度年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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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7,478,675.07  

负债总额 18,706,846.52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706,846.52 

资产净额 18,771,828.55 

营业收入  22,876,068.62 

净利润 -20,369,745.72  

15.包头市金蒙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哈业脑包镇新光三村 

法定代表人：许涛 

经营范围: 稀土材料的加工及销售，进出口贸易。 

2015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8,770,098.50 

负债总额  28,962,571.26 

其中：银行贷款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8,962,571.26  

资产净额  9,807,527.24 

营业收入 30,642,079.72  

净利润 -9,054,325.9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保证 

担保类型：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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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 15 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为其提

供担保，可以保证 15 家控股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其融资能

力，能够保障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根据公司《北方稀土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管理办法》，在北方

稀土为 15 家控股子公司办理担保业务时，北方稀土要求 15 家控股子

公司向北方稀土提供贷款额度内的全额反担保，且 15 家控股子公司

的其他股东需分别按其持股比例向北方稀土提供相应额度反担保，若

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低于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应金额时，被

担保方的其他股东还需追加具有实际反担保效力的反担保，确保反担

保提供方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与公司担保的金额相当。 

为有效防范担保风险，母公司可根据被 15 家控股子公司的财务

状况，适时减少担保额度，严格执行融资担保流程，进一步完善融资

担保制度。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15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0.56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70%。公司除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外，无其他担保事项，亦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北方稀土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15家控股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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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