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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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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均为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预计担保总额 56,770.00 万元，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 27,270.00 万元，较上年年末预计新增担保

额度 29,5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召

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

计 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技

改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 2018 年度为本公司

及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家子公司贷款、承兑汇票、

保函担保等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 56,770 万元人民币，较上年年

末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29,500 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金额单位:

万元）：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17 年担

保余额 

2018 年新增担

保金额 

新增后累计

担保金额 
备注 

1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华鼎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 
0 2,000 2,000 

拟新增担保贷款 2,000

万元。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17 年担

保余额 

2018 年新增担

保金额 

新增后累计

担保金额 
备注 

2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华鼎重型

机床有限责任

公司 

5,380 7,000 12380 

新增担保金额均为 2017

年偿还担保贷款尚未续

贷金额。 

3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一机数控

机床有限责任

公司 
500  500 

 

4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重型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290  290 
 

5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华鼎齿轮

箱有限责任公

司 

600  600 
 

6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东大重装

钢构有限公司 
9,000  9,000 

 

7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恒联食品

机械有限公司 
4,500 8,500 13,000 

新增担保金额中 2,000

万元为 2017年偿还担保

贷款尚未续贷金额，拟

新增 6,500 万元。 

8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精创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5,000 7,000 12,000 

新增担保金额中 3,700

万元为 2017年偿还担保

贷款尚未续贷金额，拟

新增 3,300 万元。 

9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江源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1,300 3,000 4,300 

新增担保金额均为 2017

年偿还担保贷款尚未续

贷金额。 

10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聚能热处

理有限公司 
500 2,000 2,500 

新增担保金额为 2017年

偿还担保贷款尚未续贷

金额。 

11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

限责任公司 

青海重型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200  200 

 

 合计  27,270 29,500 56,770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体育路 1号 

（2）法定代表人：张青勇 

（3）注册资本：11,600万元 

（4）经营范围：金属切削机床制造与销售；机床及其它机械设备修

理；对外协作加工；备品备件生产；机电产品设备及配件批零；工具



制造；木材加工；技术咨询及服务；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

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

限责任公司的资产总额 55,368.10 万元，负债总额 29,787.98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53.80%。2017 年营业收入为 7,628.34万元，净利润为

-923.25万元。 

2、被担保人的名称:青海一机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经二路北段 24 号 

（2）法定代表人： 李孝德 

（3）注册资本：8,000 万元 

（4）经营范围：高科技机械产品开发、制造；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专用机械设备制造和销售；机电设备制造、改造、修配及相关技术服

务、咨询；机械材料、机械设备、工程塑料销售；停车服务、住宿（此

项凭许可有效期经营）；出口：各类机床、机电产品及本企业其他自

产产品和技术。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青海一机数控机床有限

责任公司的资产总额 23,115.76 万元，负债总额 11,249.96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48.67%。2017 年营业收入为 4,528.31 万元，净利润为 

5,044.34 万元。 

3、被担保人的名称:青海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桥头镇体育路 1 号 

（2）法定代表人：张伟 

（3）注册资本：5,638 万元 

（4）经营范围： 机械产品制造与销售；钢结构工程；金属结构件、



压力容器加工与制造；机械加工及非标产品制造与销售；光伏、光热

支架生产制造；设备再制造、大修改造升级与维护保障；石油机械产

品制造与配件总成；金属切削机床备品备件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与

服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0,103.40

万元，负债总额 4,942.3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92%。2017 年营业

收入为 3,463.64 万元，净利润为 -554.49 万元。 

4、被担保人的名称:青海华鼎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经二路北段 24 号 

（2）法定代表人：李孝德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经营范围：高科技产品、齿轮、变速箱产品开发、制造；石油

机械、工程机械、煤碳机械、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技术咨询及

服务；对外协作加工；设备修理改造（特种设备除外）；经营国家禁

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23,853.54

万元，负债总额 20,746.9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6.98%。2017 年营业

收入为 1,700.59 万元，净利润为 -542.93 万元。 

5、被担保人的名称:青海东大重装钢构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经二路北段 22

号 

（2）法定代表人：李永志 

（3）注册资本：11,980万元 

（4）经营范围：钢结构、管桁架、多层框架设计、制作与销售、施



工和安装；风机设备、风力发电设备、石油机械、盐化工机械、环保

净化设备、压力容器、矿山机械等非标产品的制作与销售；进出口业

务和代理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基础施工、消防工程、室内外装饰工

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矿山

工程、水利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幕墙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管道工程施工；通信线路、管道、机电设备安装；混

凝土预拌设备、钢模、机械设备、框架租赁；网架、混凝土预制构件、

门窗的加工、制作、施工、安装。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71,649.09

万元，负债总额 52,103.06 万元，资产负债率 72.72%。2017 年营业

收入为 17,542.41万元，净利润为 826.82 万元。 

6、被担保人的名称:广东恒联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砺江路 95 号 

（2）法定代表人：刘文忠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经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

机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技术进出口;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

厨房设备及厨房用品批发;金属日用杂品制造;其他家用电力器具制

造;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销售本公司生产的

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广东恒联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的资产总额 30,534.04 万元，负债总额 11,219.29万元，资产

负债率 36.74%。2017 年营业收入为 20,655.30 万元，净利润为



1,457.60 万元。 

7、被担保人的名称:广东精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砺江路 11 号 

（2）法定代表人：曹敬坤 

（3）注册资本：7,000 万元 

（4）经营范围：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元件及

组件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26,737.58 万元，负债总额 13,747.51万元，资产负债率 51.42%。2017

年营业收入为 23,452.97万元，净利润为 1,210.81万元。 

8、被担保人的名称: 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漕湖园 

（2）法定代表人： 孙绯佳 

（3）注册资本：14000 万元 

（4）经营范围：开发、制造：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数控坐标镗铣、

加工中心设备、石油机械、环保设备、食品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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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30,800.85 万元，负债总额 19,824.81万元，资产负债率 64.36%。2017

年营业收入为 2,645.04 万元，净利润为-965.09万元。 

9、被担保人的名称:青海聚能热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经二路北段 24 号 



（2）法定代表人：黄宝宏 

（3）注册资本：2,700 万元 

（4）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热处理产品生产与销售；金属材料内部组

织分析、性能试验、成分鉴定、技术咨询；热处理设备维修和改造；

机电产品及配件经营；钢材、有色金属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

许可证经营）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5，990.12

万元，负债总额 4,110.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8.63%。2017 年营业

收入为 447.33 万元，净利润为 -182.82 万元。 

10、被担保人的名称: 青海华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园经二路北段 24 号 

（2）法定代表人：李孝德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经营范围： 高科技机械产品开发、制造；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专用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石油机械、工程机械、食品机械、机床、

煤炭机械、高精度螺旋伞齿轮的制造和销售；机床安装调试；机械设

备维修、改造、测试、租赁；机械材料、边角料销售；技术培训、技

术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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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3,840.86

万元，负债总额 11,325.3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1.83%。2017 年营业

收入为 7,258.84 万元，净利润为 -795.6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情况  

上述担保在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经批准后，授权董事会

处理在核定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事项，且在不超过累计担保总额前提下



调节各子公司间的担保金额。本担保额度在担保期内及在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办理担保事宜均为有效，公司将在上述提供的融资

担保具体实施时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为 27,27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51%，无

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均将履行反担保措施。故此，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该等担保对象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现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17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

在 2018 年度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

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增强子公司融资能力，降低财务费用，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上述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资信状况良

好，担保不会追加公司额外的风险，同意按规定将上述担保事项经董

事会批准之后，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