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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9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18-005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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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县金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嵩县金牛）、中金嵩县嵩原黄金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嵩原冶炼）、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排山楼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夹皮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夹皮沟公司）和安

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太平）。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嵩县金牛提供25,000万元人

民币贷款担保，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为嵩原冶炼提

供2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000万元人民

币；为排山楼公司提供1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全部为新增贷款担保；为夹

皮沟公司提供13,64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320

万元人民币；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三鑫）为安徽太平提供

6,65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600万元人民币。 

●本次贷款的反担保情况 

嵩原冶炼、排山楼公司、夹皮沟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嵩县金牛、安徽

太平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嵩县金牛提供贷款担保25,000万元 

嵩县金牛2017年办理的贷款将于2018年陆续到期并归还，根据嵩县金牛目前

资金情况，仍需重新办理到期贷款的续贷，以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嵩县金牛拟向

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总额不超过25,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年，执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

供全额担保，嵩县金牛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 

（二）为嵩原冶炼提供贷款担保25,000万元 

嵩原冶炼原流动资金贷款将于2018年陆续到期。嵩原冶炼拟向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贷款25,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期限1-3年，贷款利率执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以内，公司拟为上

述25,000万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三）为排山楼公司提供贷款担保10,000万元 

排山楼公司因尾矿库项目建设需向建设银行阜新市分行（或工商银行阜新市

分行）申请贷款10,000万元，贷款期限5年，贷款利率执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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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公司拟为上述10,000万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四）为夹皮沟公司提供贷款担保13,640万元 

夹皮沟公司原有贷款将于2018年陆续到期。根据夹皮沟公司目前资金情况，

仍需重新办理到期贷款的续贷，夹皮沟公司拟向吉林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合计贷款13,640万元用于补充项目建设和流动资金，期限

1-3年，贷款利率执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公司拟为上述13,640万元贷款提

供全额担保。 

(五) 湖北三鑫为安徽太平提供贷款担保6,650万元 

安徽太平为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及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需向建设银行等

当地金融机构办理贷款6,650万元，期限3年，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湖北三鑫拟为上述6,650万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安徽太平其他股东按股

权比例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上述五项担保事项进行审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5人，董事刘冰先生和孙连忠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分别授权委托

董事魏山峰先生和杨奇先生代其行使职权；独立董事翟明国先生和刘纪鹏先生因

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分别授权委托独立董事胡世明先生代其行使职权。会议以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嵩县金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

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中金嵩县嵩原黄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

议案》、《关于公司为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中国黄金集团夹皮沟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和《关于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安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为嵩县金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中

金嵩县嵩原黄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为中国黄

金集团夹皮沟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嵩县金牛 

嵩县金牛为公司控股60%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

为人民币14,500万元，注册地点为河南嵩县大章镇东湾村，法定代表人为赵英豪，

经营范围为金矿开采、冶选、生产、销售，汽车修理（仅限分公司经营）。股权

结构为： 

编

号 
股  东 持股比例（%） 

1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 嵩县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40.00 

总计 100.00 

嵩县金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71,252.75 72,743.74 

总负债（万元） 59,909.10 61,888.95 

总流动负债（万元） 59,634.76 61,6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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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万元） 11,343.65 10,854.79 

营业收入（万元） 46,015.58 7,900.36 

净利润（万元） 1,182.46 -570.05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14,000 20,000 

资产负债率（%） 84.08 85.08 

嵩县金牛信用等级为A+，本次担保实施后，资产负债率为86.04 %，公司累

计为嵩县金牛贷款担保25,000万元。 

（二）嵩原冶炼 

嵩原冶炼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

民币20,000万元，注册地点为河南嵩县饭坡乡饭坡村郭凹组，法定代表人为廖忠

义，经营范围为黄金、白银、金精矿及其它有色金属矿的收购、冶炼、加工生产；

工业硫酸的生产；黄金、白银、阴极铜、铜精粉、工业硫酸、焙烧渣的销售及黄

金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 

嵩原冶炼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96,297.46 91,699.56 

总负债（万元） 87,090.03 82,338.83 

总流动负债（万元） 86,041.72 81,310.27 

净资产（万元） 9,207.44 9,360.72 

营业收入（万元） 240,418.48 63,768.33 

净利润（万元） 81.90 25.17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13,000.00 13,000.00 

资产负债率（%） 90.44 89.79 

嵩原冶炼信用等级为2A。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嵩原冶炼资产负债率为

90.97%，公司累计为嵩原冶炼提供担保25,000万元。 

（三）排山楼公司 

排山楼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 1,100 万元，注册地为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民乡排山楼村，法定代表

人为王佐满，经营范围为黄金开采、冶炼，产品为合质金。 

排山楼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52,198.26           55,312.81  

总负债（万元）         13,530.44           15,652.85  

总流动负债（万元）         11,728.81           13,851.21  

净资产（万元）         38,667.82           39,659.97  

营业收入（万元）         55,890.44           15,454.84  

净利润（万元）         10,219.29              827.95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0                  0    

资产负债率（%） 25.92% 28.30% 

排山楼公司信用等级为2A。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排山楼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9.28%，公司累计为排山楼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 

（四）夹皮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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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皮沟公司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金为人民币 3,641万元，注册地点为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法定代表人为吴枝

亮，经营范围为金原矿开采（仅限下属企业经营）；企业经营管理；金、银、铜、

铝矿产品加工及化验分析（凭资质证经营）；金产品及金原矿收购；矿山工程施

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土木、锅炉压力

容器、建筑安装；防腐工程；工程勘察设计；预制构件及试验、消防设施工程（以

上经营项目凭资质证经营）；选冶加工试验（乙级）；矿井用矿车、罐笼（钢铝）

的制造、安装和服务；铸造（凭合格有效的资质证和环保手续经营）；铸造（凭

合格有效的资质证和环保手续经营）；岩石、矿物、土壤及水质的分析、化验、

鉴定与测试；选冶试验；桥式、门式、升隆机、大升降机的安装和维修、压力管

道安装（凭合法有效的资质证经营）。 

夹皮沟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总资产（万元） 64,548.58 63,318.17 

总负债（万元） 47,973.20 47,955.07 

总流动负债（万元） 36,139.90 36,121.77 

净资产（万元） 16,575.38 15,363.10 

营业收入（万元） 24,078.77 4,231.59 

净利润（万元） 664.16 -1,212.28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15,580.00 15,580.00 

资产负债率（%） 74.32 75.74 

夹皮沟公司信用等级为A等AAA级。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夹皮沟公司资产负

债率为77.97%，公司累计为夹皮沟公司提供担保21,900万元。 

（五）安徽太平 

湖北三鑫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太平为湖北三鑫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

本为4700万美元，注册地为安徽省淮北市前常铁矿，法定代表人为李兴平，其经

营范围为铜矿开采和销售。股权结构分别为： 

1.湖北三鑫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51.00 

2 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3.01 

3 湖北省鄂东南基础工程公司 10.78 

4 大冶市冶金工业总公司 10.21 

5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 5.00 

总计 100.00 

2.安徽太平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70.00 

2 玛尔矿业（文莱）有限公司 30.00 

总计 100.00 

安徽太平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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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万元） 110,742.57 111,455.80 

总负债（万元） 64,755.31 65,802.48 

总流动负债（万元） 55,249.01 56,411.78 

净资产（万元） 45,987.26 45,653.32 

营业收入（万元） 9,244.87 1,759.23 

净利润（万元） -1,359.44 -333.94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2,900.00 2,600.00 

资产负债率（%） 58.47 59.04 

安徽太平在中国建设银行的信用评级为10级。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安徽太

平资产负债率为60.47%，湖北三鑫累计为安徽太平提供担保6,65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580,795.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13%，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符合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同意上述贷款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贷款担保实施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580,795.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13%，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