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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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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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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

金蒙稀土有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包头科日稀土材

料有限公司、四会市达博文实业有限公司、包头市飞达稀土有限公司、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上述19家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预计金额：不超过37.37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连带

担保，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32.37亿元，为“担保资金储

备池”预留5亿元额度供公司2018年新增合资合作项目、兼并重组企业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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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发展所需资金需求，提高子公司贷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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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子公司发展，2018年，公司拟为19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

过37.37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连带担保，全部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25%，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两年，担保贷款用于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即为控股子公司的贷款额度，子

公司贷款时，贷款额合计不超过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限额，贷款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抵押、信用等。 

公司为19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为32.37亿元，为“担保资金储备池”预留5亿元额度供公司2018

年新增合资合作项目、兼并重组企业使用。19家被担保子公司中其他

股东无法提供反担保的有三家，分别是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根据三家子公司资金需求及发展需要，公司将继续为其贷款提

供担保。公司将根据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适时减少担保额度，

严格执行贷款担保流程，完善贷款反担保，降低担保风险。 

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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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2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100% 1,000 

3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100% 800 

4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91.87% 50,000 

5 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 65% 10,000 

6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3.31% 100,000 

7 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6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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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51% 10,000 

9 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51% 15,000 

10 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50.5% 500 

11 四会市达博文实业有限公司 49% 3,000 

12 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 49% 29,000 

13 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公司 48% 20,000 

14 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5% 5,000 

15 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44% 5,000 

16 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40% 12,000 

17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5% 25,000 

18 包头市金蒙稀土有限公司 34% 400 

19 包头市飞达稀土有限公司 34% 3,000 

其他 担保资金储备池 / 50,000 

担保额度合计 373,700 

公司2018年4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2018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预计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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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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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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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来一补”业务。氯化铵产品的回收与销售。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903,310,057.25 

负债总额 339,358,899.87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3,515,844.29 

资产净额 563,951,157.38 

营业收入 642,324,088.97 

净利润 -11,560,989.2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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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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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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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042,019,027.09 

负债总额 622,877,3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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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贷款 22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14,976,186.25 

资产净额 419,141,700.84 

营业收入 1,002,393,745.08 

净利润 -33,234,207.4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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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法定代表人：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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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5,693,541,063.61 

负债总额 4,464,527,198.34 

其中：银行贷款 20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64,527,198.34 

资产净额 1,229,013,865.27 

营业收入 7,652,262,156.48 

净利润 781,146,7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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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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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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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出口业务。 

2017年度年报数据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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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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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88,828,805.64 

负债总额  78,289,386.54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78,289,386.54 

资产净额 110,539,419.10 

营业收入 300,091,660.98 

净利润 1,538,2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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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505,771,251.69 

负债总额 153,349,405.77 

其中：银行贷款 5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6,999,070.48 

资产净额 352,421,845.92 

营业收入 618,367,578.31 

净利润 24,537,714.1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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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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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46,500,276.15 

负债总额 191,001,910.26 

其中：银行贷款 7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91,001,910.26 

资产净额 155,498,3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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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43,123,343.86 

净利润 4,351,007.48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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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90,985,021.15  

负债总额  476,851,625.21 

其中：银行贷款 26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74,509,597.14 

资产净额  -85,866,604.06 

营业收入 139,566,947.91  

净利润 -47,291,454.00  

（八）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星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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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600111              股票简称：北方稀土            

债券代码：143039              债券简称：17北方 01   

债券代码：143303              债券简称：17北方 02           编号：(临)2018—019 

 9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08,659,927.72  

负债总额  193,147,832.49 

其中：银行贷款  15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8,827,832.49 

资产净额  115,512,095.23 

营业收入 511,539,128.72  

净利润 50,014,804.61  

（九）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益祥北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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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商

业用房、办公用房、汽车。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361,018,677.05 

负债总额 145,869,215.04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5,869,2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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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215,149,462.01 

营业收入 852,644,805.39 

净利润 17,120,514.01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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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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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销售;电磁屏蔽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制造、加工、

安装、销售；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495,770,572.85  

负债总额 150,358,896.86 

其中：银行贷款 8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2,858,8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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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345,411,675.99 

营业收入 70,054,854.31 

净利润 -52,151,625.03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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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水

（含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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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产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机器及塑料设备、仪器仪表、五金配件销

售；稀土生产技术咨询服务；稀土技术信息服务；机械及塑料设备维

修；房屋及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634,066,309.44 

负债总额 232,610,277.53 

其中：银行贷款 18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32,610,277.53 

资产净额 401,456,031.91 

营业收入 791,926,936.32 

净利润 40,749,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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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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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249,622,748.79 

负债总额 73,121,048.93 

其中：银行贷款 4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3,121,048.93 

资产净额 176,501,699.86 

营业收入 111,467,038.52 

净利润 -14,580,942.36 

（十三）包头市金蒙稀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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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47,508,312.35 

负债总额 20,380,208.60 

其中：银行贷款 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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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20,380,208.60 

资产净额 27,128,103.75 

营业收入 142,271,038.68 

净利润 12,004,645.22 

（十四）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 83号 10楼 1005

房间 

法定代表人：李金玲 

经营范围: 脱硝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技术开发、咨询

及相关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稀土产品研发及技术转让；

稀土产品（不含稀土原材料）的销售；汽车尾气催化剂及其器件研发

及技术转让；汽车尾气检测装置销售。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01,431,778.66 

负债总额 48,316,422.38 

其中：银行贷款 3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4,316,422.38 

资产净额 53,115,356.28 

营业收入 生产项目尚未建成 

净利润 -5,764,18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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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张家营子西北方稀土冶炼厂

院内 

法定代表人：赵治华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高附加值的稀土产品及进出口业务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21,299,321.76  

负债总额 10,335,279.27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335,279.27  

资产净额 10,964,042.49 

营业收入 20,139,716.01 

净利润 438,376.01 

（十六）四会市达博文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会市大沙镇富溪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冰 

经营范围: 储氢合金粉、超薄铜箔加工、销售；金属材料、合金

材料、电子材料、通讯器材（非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销售及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

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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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49,717,889.39 

负债总额 31,859,114.85 

其中：银行贷款 5,7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1,859,114.85 

资产净额 17,858,774.54 

营业收入 79,225,914.06 

净利润 1,351,716.83 

（十七）包头市飞达稀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许涛 

经营范围: 稀土生产、加工、销售。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41,568,515.62 

负债总额 25,425,926.92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5,425,926.92 

资产净额 16,142,588.70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3,392,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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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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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混合稀土贮氢合金材料。 

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120,224,969.87 

负债总额 71,124,694.67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69,424,694.67 

资产净额 49,100,275.20 

营业收入 86,593,987.69 

净利润 -54,981,877.36 

（十九）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工南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曹生彪 

经营范围: 生产、设计、开发、采购和销售各类电池制造的原材

料，各类蓄电池、电池组、电源及其配套充电器和管理系统，电池制

造的中间产品及产品、混动车、电动车及电动工具、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及零配件的销售；进口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出口本企业经营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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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年报数据 

项   目 金  额（元） 

资产总额 83,124,373.84 

负债总额 33,972,621.03 

其中：银行贷款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582,621.03 

资产净额 49,151,752.81 

营业收入 11,930,334.46 

净利润 -16,115,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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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担保情况：反担保协议将在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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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家控股子公司以及 2018 年新增合资合

作项目、兼并重组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并为“担保资金

储备池”预留担保额度，可以保证 19 家控股子公司及新增合资合作

项目、兼并重组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其贷款能力，促进其发展，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时，子公司将提供反担保或其他有效

防范担保风险的措施，对子公司贷款担保事项发生时，子公司向公司

提供全额反担保，且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分别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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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金额的反担保。鉴于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三家子

公司其他股东无法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根据三家子

公司的资金需求及发展需要继续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可以保证其发展

资金需求，有效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根据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加强调研与风险评估，适时

减少担保额度，严格执行贷款担保流程，完善贷款反担保，能够防范

担保风险。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19家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同意为“担

保资金储备池”预留担保额度供2018年新增合资合作项目、兼并重组

企业使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4.67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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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

无对外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北方稀土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北方稀土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三）19家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