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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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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文盛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润和催化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福建文盛矿业有限公司、全南县

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均为盛和资源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2020年度因融资需求预计提供担保总额度在人民币

280,000万元之内（含之前数）。 

 预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上述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具体担保情况 

1、预计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发展需要和日常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2020 年，

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公司的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 万元（含

之前数）的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长、短期贷款，票据，信用证，保理等

融资业务，本次预计提供担保总额占 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1.10%。 

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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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拟担保额度 

（万元） 

1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99.9999%） 
42,000 

2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 
85,500 

3 
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 
68,800 

4 
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

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 
13,000 

5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盛和稀土持股 38.1227%） 
7,700 

6 
海南文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海南文盛全资子公司） 
10,625 

7 福建文盛矿业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海南文盛全资子公司） 
3,000 

8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

责任公司 

控股孙公司 

（晨光稀土持股 99%） 
1,700 

9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

公司 

控股孙公司 

（晨光稀土全资子公司） 
1,000 

10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

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1,800 

11 预留担保额度  44,875 

 合   计  280,000 

备注：本次拟提供的担保金额包含已提供担保尚在担保期内的存量担保金

额。 

2、上述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批准日止。 

3、预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情况 

1、2020年 4月 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因融资需求预计提供担保额度不高于人民

币 280,000 万元（含之前数），并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前述拟融资额度范围

内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担保等。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该项担保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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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00733418113Y 

法定代表人 曾明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万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经营范围 

稀有稀土金属生产、销售、深加工及综合利用；稀有稀土金属生产及

应用技术咨询服务；抛光粉、催化剂的生产、销售；稀土金属矿、化

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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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2001年12月5日 

盛和稀土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63,982,509.22      2,661,951,538.22 

流动负债总额 1,342,775,598.79    1,607,003,920.89 

负债总额 1,357,936,695.82    1,632,895,698.01 

其中：银行贷款 214,000,000.00 362,000,000.00 

资产净额 1,106,045,813.40    1,029,055,840.21 

营业收入 1,858,859,916.12    1,614,474,248.25 

净利润 47,827,979.56         22,793,616.60 

说明：盛和稀土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盛和稀土单体财务数据。 

（二）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723932995K 

法定代表人 黄平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360,000,000元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黄埠镇仙人陂小区 

经营范围 稀土产品冶炼；稀土金属、稀土合金、稀土氧化物、稀土化合物销售；

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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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3年11月17日 

晨光稀土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83,796,065.09    2,525,947,597.57 

流动负债总额 1,405,516,826.08    1,081,073,383.92 

负债总额 1,429,110,232.05    1,176,601,035.58 

其中：银行贷款 1,044,360,000.00 812,000,000.00 

资产净额 1,454,685,833.04    1,349,346,561.99 

营业收入 3,314,336,857.00    3,239,072,223.03 

净利润 121,114,899.40       120,412,220.10 

说明：晨光稀土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晨光稀土单体财务数据。 

（三）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42588800D 

法定代表人 董文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281,250,000元 

注册地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21号商务局综合办公楼第三层311房 

经营范围 矿产品加工、销售（专营除外）；独居石、磷钇矿加工、销售；橡胶

制品、纺织、服装、五金电器、汽车配件、仪表的销售。 

成立时间 2003年1月3日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12,551,822.71      2,546,015,309.69 

流动负债总额 1,469,872,291.47    1,166,597,378.71 

负债总额 1,471,405,230.20    1,169,911,901.10 

其中：银行贷款 376,070,347.83       430,186,903.27 

资产净额 1,441,146,592.51    1,376,103,408.59 

营业收入    1,566,582,383.32    1,548,504,5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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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92,019,788.72       201,350,531.44 

说明：文盛新材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文盛新材单体财务数据。 

（四）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327623180826 

法定代表人 王晓晖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14,000,000元 

注册地 峨边县沙坪镇核桃坪工业区 

经营范围 

稀土金属的生产、来料加工、销售（涉及前置许可的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生产）；稀土产品及其应用产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有色金属、

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和国家禁止流通的材料）购销；稀土产品的生

产工艺技术咨询及技术转让以及稀土应用产品的综合应用技术咨询；

稀土产品及应用产品和技术出口业务；生产稀土产品及应用产品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成立时间 2004年6月3日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182,236.89     298,304,139.75 

流动负债总额 111,250,444.14       124,849,818.42 

负债总额 111,715,444.14       155,214,818.42 

其中：银行贷款  35,000,000.00 

资产净额 159,466,792.75       143,089,321.33 

营业收入         841,588,007.16       564,738,805.16 

净利润           19,797,337.57         24,727,307.29 

（五）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00565677369A 

法定代表人 卓润生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240,000,000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庙儿村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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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催化剂、分子筛生产、研发、销售；再生物资回收、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8日 

四川润和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8,048,923.66       432,598,449.18 

流动负债总额 88,305,176.58       169,150,360.54 

负债总额 191,968,063.51       188,059,564.71 

其中：银行贷款 77,000,000.00 77,000,000.00 

资产净额             246,080,860.15       244,538,884.47 

营业收入 261,520,884.70       118,365,538.90 

净利润 1,541,975.68       -36,538,719.38 

     说明：四川润和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四川润和单体财务数据；因四川润和为新三板挂牌

企业，故其年报的相关财务数据以其公开披露数据为准。 

（六）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5793135051R 

法定代表人 董文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10,249.8072万元 

注册地 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区 

经营范围 有色、黑色、稀有金属及非金属矿产资源加工、销售、机械设备材料、

进出口贸易、技术咨询。 

成立时间 2006年12月30日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3,196,149.74 844,494,022.89 

流动负债总额 1,056,836,788.44   597,795,154.98 

负债总额  1,056,836,788.44   597,795,1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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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贷款    149,842,200.00     50,000,000.00 

资产净额  246,359,361.30   246,698,867.91 

营业收入 809,152,095.65                                  787,104,338.37 

净利润 
              

39,660,493.39 

             

74,978,669.52 

（七）福建文盛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福建文盛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255532416130 

法定代表人 董文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3,500万元 

注册地 长泰县经济开发区古农农场银塘工业园 

经营范围 矿产品加工；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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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2010年4月23日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1,938,770.69 780,931,573.04 

流动负债总额 687,399,752.91 610,328,364.68 

负债总额 687,399,752.91 610,328,364.68 

其中：银行贷款 35,000,000.00 30,000,000.00 

资产净额 204,539,017.78 170,603,208.36 

营业收入 496,294,545.12 465,388,740.29 

净利润 33,935,809.42 88,921,191.19 

（八）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97056928018 

法定代表人 张虎军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2,041万元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含江路1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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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稀土系列产品、稀土化工原料. 

成立时间 1999年12月15日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3,821,705.09  617,648,434.62  

流动负债总额 895,953,080.80  233,489,465.25  

负债总额 902,758,153.03  241,093,798.34  

其中：银行贷款 17,000,000.00  20,000,000.00  

资产净额 451,063,552.06  376,554,636.28  

营业收入 585,303,392.27  403,776,050.46  

净利润 73,651,906.81  44,761,176.10  

（九）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268347516X3 

法定代表人 薛王成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万元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经营范围 

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加工；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及其加工

后的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

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黄金制品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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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2009年2月5日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5,567,373.54  538,639,091.44  

流动负债总额 1,273,879,581.93  222,479,035.49  

负债总额 1,282,442,066.03  232,042,0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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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贷款 10,000,000.00  90,000,000.00  

资产净额 363,125,307.51  306,597,017.62  

营业收入 992,547,965.93  891,659,469.91  

净利润 56,528,289.89  32,272,924.96  

三、担保协议安排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经本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股大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在定

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定担保主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预留担保额度调

配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拟融资金额充分考虑了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的实

际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要。同时，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均具有充足

的偿债能力，在提供担保时，公司会要求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前述担保所可能

涉及的财务风险均属于可控制范围，不会对公司及其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1）公司2020年度因融资需求预计担保，有

利于及时补充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的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要，

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具有充足的偿债能力，在提供担保时，公司

会要求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所可能涉及的财务风险均属于可控制范围，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2）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因融资需求提供担保194,472万元，因履约需求

提供担保余额1,10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7,602万元），前述两项对外担保累

计总额为202,074万元，占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7.54%，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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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