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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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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98,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情况 

根据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控管理制度

以及中国证监会对外担保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为确保公司 2019 年生

产经营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的授信额度、实际贷

款方式以及抵押担保情况，公司 2019 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为人

民币 98,000万元的担保。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借款银行 担保总额度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0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0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金健米业（重庆）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经营性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10,000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8,000 

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合   计 98,000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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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对外担保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被担保单
位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与公司
的关系 

金健粮食有

限公司 

常德经济技术开

发区德山镇樟木

桥居委会崇德路

（金健米业大楼） 

90,000,000 杨贤平 

粮食收购，粮食加工与销售；农副产品、饲料、油脂化

工产品、粮油机械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的销售；仓储；

常规稻种子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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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

公司 

湖南金健进

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市武

陵区穿紫河街道

办事处长胜桥社

区洞庭大道 1588

号 

20,000,000 吴  飞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食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不

含违禁药物）、无机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化学合成

材料（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

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五金产

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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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

公司 

金健植物油

有限公司 

常德经济技术开

发区德山街道办

事处老码头居委

会十二组 

100,000,000 郭浩昱 

植物油脂油料收购、仓储保管、加工、销售；粮食收购；

生产加工粮油包装物；经销粮油及制品、油脂化工产品、

粮油机械及配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

售；油脂油料及副产品进出口（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 

全资子

公司 

金 健 米 业

（重庆）有

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新

城区鹤凤大道 188

号 

80,000,000 张思华 

收购、加工、销售：粮油（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

可范围内从事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在许可证核定

范围及有效期内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化危品）。（以上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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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

公司 

金健农产品

（湖南）有

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芙

蓉中路一段 2号华

悦酒店 20 楼 

20,000,000 刘志国 

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饲料、预包装食品、米、面制

品及食用油、乳制品、食盐、茶叶的批发；谷物仓储；

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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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

公司 

金健农产品

（营口）有

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站

前区牛屯里 1 号 
20,000,000 周  伟 

经销：初级农副产品、饲料及原料、化工产品（除易燃

易爆危险品）、油脂（除危险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粮食收购与销售、仓储（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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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

公司 

黑龙江金健

天正粮食有

限公司 

黑龙江尚志经济

开发区发展大街

南侧 

71,049,900 陈文兵 

食品生产，食品流通，粮食收购，饲料及饲料原料、农

副产品收购、销售，货物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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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

公司 

湖南新中意

食品有限公

司 

湖南省津市市嘉

山工业新区嘉山

大道 8 号 

80,000,000 张小威 

糖果、果冻、糕点、饼干、蜜饯、坚果、膨化食品、蔬

菜制品、水产加工品、肉制品、豆制品、果蔬罐头等休

闲食品、方便食品、饮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酱油、

食醋、调味料生产及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

品的生产与销售；谷物、油料、豆类、果树、蔬菜、坚

果的种植；农副产品的加工、仓储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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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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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状况 

  截止时间：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被担保单位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母公司) 366,371,484.54 136,741,587.74 9,234,098.05 233,303,012.17 9,965,565.50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86,922,695.83 27,881,462.59 3,571,434.84 470,639,215.54 5,799,092.66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 417,893,262.47 108,224,623.73 10,885,659.04 778,722,517.49 13,492,783.80 

金健米业（重庆）有限公司 144,087,784.85 75,604,237.45 -3,140,557.51 375,674.39 -3,140,557.51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47,770,446.52 16,332,035.20 -4,347,484.77 274,686,907.95 -4,521,157.61 

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 93,130,496.98 24,351,652.97 -475,048.76 377,940,267.99 -485,563.55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 172,285,379.44 63,273,146.04 649,498.70 231,073,896.12 649,498.70 

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 103,460,021.03 64,674,645.13 -11,753,235.42 48,081,643.44 -11,552,736.60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子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

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同

时，此次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规

定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将为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且子公司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

好，为其担保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规定，同意上

述担保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截止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9,000万元，占

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08%。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18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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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暨 2018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