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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担保计划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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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9），根据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公告格式指引要求，现就上述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具体担保计划 

公司 2017 年度计划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

币 879,973.00 万元。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下属控股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人民币 44,054.00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请担保单位 

申请公司担保事项 
子公司对

控股公司

担保 
融资担保 

其他授信担保 

（保函、银承

等） 

公司担保合计 

中核二二公司 109,700.00  -    109,700.00  35,054.00 

中核五公司 50,000.00 - 50,000.00 - 

中核二四公司 39,600.00  75,700.00  115,300.00  -    

中核中原公司 218,441.00  37,400.00  255,841.00  -    



中核机械公司 -    24,000.00  24,000.00  -    

中核华泰公司 100,000.00  -    100,000.00  -    

中核华辉公司 1,000.00  1,000.00  2,000.00  -    

中核岩土公司 3,000.00  132.00  3,132.00  -    

中核建材公司 35,000.00  -  35,000.00  9,000.00  

和建国际公司 -    185,000.00  185,000.00   -    

合计 556,741.00  323,232.00 879,973.00  44,054.00  

    1、根据在金融机构办理融资授信的进展情况，子公司可在各自

担保额度内调整融资授信机构。 

    2、 此次担保计划的有效期为2016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至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9 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 与公司关系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中核二二公司 全资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

区望江路 1 号 
郑晓军 50,000 万元 

承担核工业工程建筑及其他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道、设备安装；机电设备检

修维护；核工业及其他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及咨询。非标准设备制造，钢筋混凝

土预制件和钢结构、钢木门窗加工，电缆桥架、压型板制造与销售；五交化（不

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水暖器材、木制品销售；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室内外装饰装潢；钢网架、石土方工程；爆破与拆除；爆破作

业项目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再生资源回收及销售；非煤矿矿山采掘

工程施工（不含煤及非煤矿矿产开采）；机械设备及周转工具租赁（不含融资租

赁）；承包境外房屋建筑、电力、土石方、钢结构、起重设备安装、爆破与拆除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中核五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石化

龙胜路 1070 号 
林乐忠 40,000 万元 

核工业设备安装、工业设备安装检修、起重设备安装检修、锅炉安装、一二类压

力容器制作、道路普通货运，工业、民用建筑，非标准钢结构的制作安装，机械

修理加工，设备安装检修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承包境外核和建筑工程施工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材料，机械设备销售，机电设

备租赁，使用 II 类放射源和 II 类射线装置的无损检测（凭辐射安全许可证经营），

附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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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二四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

路 11 号 
张仕兵 50,000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起重机械安装、维修；成品油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以上

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一般经营项目：房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公路工程、核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防水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销售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租赁；金属结构件、机械设备加工及修理 

中核中原公司 全资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

庄大街 12 号 
查小东 22,500 万元 

 

核工程、核电、风电以及各类工业与民用工程承包及与工程相关的设备、材料的

采购、加工、制作和维修；工程机械出租、修理；信息技术与产品的开发、销售；

智能建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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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机械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浙江省海盐县秦山

街道落塘村 
李兰青 12,000 万元 

揽吊装工程；吊装设计、方案制作与咨询服务；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与买卖；工

程机械设备的采购、组装、拆卸、加工、制作和维护；工程机械设备相关材料的

采购、加工、制作和维修；工业设备安装、检修；化工石油设备安装、检修；起

重设备安装、检修；非标准钢构件制作、安装；货运：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

（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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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华泰公司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香梅

路华泰.香逸名园

二层北侧 

于旭东 16,000 万元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

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材料、建筑用金属制品，建筑机械设备维修及租赁；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

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中核华辉公司 控股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

环北路 105 号科原

大厦 B 座 11 层 

夏晓清 
3,079.85 万

元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

机维修；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技术培训；

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 

中核岩土公司 全资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

路 27 号 
于旭东 6,800 万元 

工程测量；地籍测绘；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普通物探；工程咨询；地

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构）筑物变形监测；工程检修与监测；

岩土监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测 

 



中核建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武汉市蔡甸区凤凰

山经济开发区凤凰

路 1 号 

伍崇明 21,600 万元 

新型建筑材料、新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及配套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技

术服务及咨询；场地、房屋租赁；会展服务；仓储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和建国际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富特北

路 460号 4层 B6室 

梁选翠 20,000 万元 

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公路建设工程施工、水利水

电建设工程施工、电力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建设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建设工程施

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从

事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投资管

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岩土

工程，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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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混凝土股份

有限公司 

中核建材之

控股子公司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中环大厦 C 座

七层 

杜国伟 6791 万元 
商品混凝土生产、运输、泵送、混凝土制品设计、技术咨询；混凝土搅拌站运营

管理服务；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销售；设备租赁；汽车租赁；混凝土检测。 

中核二二(泰国)

建设有限公司 

中核二二之

控股子公司 

泰国曼谷市帕克农

区帮扎小区苏孔微

101/1 路堂马沙提

55 巷 14 号(音译) 

卢海洪 1155.13 万元 

可以对所具有的财产进行买卖，租赁，分割，维修使用；可以对财产进行转移，

交换，典当；可以经营中介机构，代理公司，不得从事保险、证券交易，不可设

立或招募慈善机构人员。；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向其他个人或财团借贷，但是

不可以经营银行业；可以在国内外设立分公司并指定负责人；可以成立上市公司



从事商业活动；可以承建房屋、住宅楼、道路、桥梁、水库、隧道及其它各种建

筑工程等等；可以经营酒店、饭店、酒吧等；可以经营货运、物流、水运、空运，

国内国外皆可，包括清关等工作。；可以经营各种旅游业及相关旅游的各项行业；

可以经营有关收集或统计数据、发布、公告，农业统计数字、工业统计数字，商

业统计数字，财务统计数字并作分析等行业；可以经营法律咨询事务所、会计、

工程方面、建筑设计及广告等；可以从事担保业，资产抵押、担保，向单位或个

人担保，包括对外籍人法律方面的需求担保，符合税务法及其它法律；可以从事

投资顾问公司，工业生产、市场销售等顾问公司；可以经营代理业，对他人的企

业或财产经营管理、收取成果等；可以经营医疗业，设立医院，医疗或医学培训

等行业；可以拍摄电影，设立电影院、戏院等。建造体育馆、休闲别墅、游泳池、

保龄球场等；可以经营金属防腐防锈剂喷洒业，洗车、交通工具检修及消防设备

安装等行业；可以经营理发店、洗衣店、美容等行业；可以经营相馆，拍照及文

件处理等行业；可以经营按摩、洗澡等行业；可以经营投标、承建、生产，接民

营企业或政府的项目；可以营造承建各种类型的项目,不论是政府或私人的项目。

承接室内外装修、装潢等行业，包括投标、竞标等；可以经营销售节能电灯行业，

其中包括路灯、照明灯等等；可以经营承接安装变压器、升压站、高底压电气设

备。不限于政府或私人项目；可以经营引进或出口重型机械设备用于建筑行业，



包括小型设备等；可以经营引进或出口各种建材、建筑设备及工程用品等；可以

经营引进或出口各种钢材，包括圆钢、螺纹钢及型钢等；可以经营清关、报关等

行业，引进或出口各种建筑机械设备包括建材等行业；可以经营安装水电、管道、

电气等工程，包括维修等行业；可以经营买卖机械设备，买卖空调、空气净化器、

风机、电气设备、包括一切零配件等；可以经营买卖机械设备、工具、发电机、

电器、水泵、水处理设备、垃圾处理设备包括一切零配件等；可以经营给予设计

咨询，有关建筑业投资顾问，工程方面设计等行业；可以经营国际物流、国际货

运等行业；可以经营报社、广告等行业。 



（二）、被担保方 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 经审计资产

总额 

经审计负债

总额 

经审计净资

产（含少数

股东损益） 

经审计营业

收入总额 

中核二二公司 1,245,023.85 1,164,648.82 80,375.02 514,404.01 

中核五公司 540,502.61 469,864.23 70,638.38 402,159.23 

中核二四公司 713,723.07 634,981.90 78,741.17 406,737.65 

中核中原公司 641,312.41 603,755.17 37,557.24 272,110.85 

中核机械公司 92,734.29 80,203.53 12,530.76 44,006.36 

中核华泰公司 204,691.33 183,822.22 20,869.11 96,022.39 

中核华辉公司 8,661.70 4,701.27 3,960.43 5,034.78 

中核岩土公司 25,558.61 19,550.77 6,007.84 26,616.84 

中核建材公司 79,835.94 54,181.68 25,654.26 65,175.65 

和建国际公司 34,577.01 15,037.36 19,539.66 51,805.52 

中核混凝土股

份有限公司 
67,874.27 50,140.53 17,733.74 56,355.38 

中核二二(泰

国)建设有限

公司 

236.93 8.21 228.72 9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