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 2020-042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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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次担保情况：                                 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

保额度（万元）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已提供担保

余额（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639,500 23,000 
294,417.95

2145 

深圳前海瑞茂通

供应链平台服务

有限公司 

426,700 28,000 
102,215.70

4599 

烟台牟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10,000 30,0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上述表格中除烟台牟瑞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牟瑞”）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外，其余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烟台新润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新润华”）为烟台牟瑞的

控股股东，烟台新润华和公司共同为烟台牟瑞提供全额担保。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瑞”）

同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农村商业银行”）开展业务，

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郑州农村商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编号为：保 7210071000220200617001,公司在 15,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华夏银

行郑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2215（高保）20200011，

公司在 8,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前海瑞茂通”）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深圳前海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

前海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QH03(高保)20200001-11,公

司在 28,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前海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的参股公司烟台牟瑞同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日

照银行烟台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日照银行烟

台分行签署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2020年日银烟台高保字第 

O602004 号，公司在 1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烟台牟瑞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同时，烟台新润华也为烟台牟瑞提供全额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 2019年生产经营发展，公司结合 2018年度担保情况，

制定了 2019 年度担保额度预测计划。2019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为

379.034亿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

其中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09.25 亿元；公司



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128.304亿元；公司其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 41.48亿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舜英路交叉口兴瑞汇金国际 2 号楼 4

层 

法定代表人：黄欢喜 

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供应链管理（制造业、金融业除外）；汽车租赁；房屋租赁；

销售：煤炭、焦炭、有色金属（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前置审批方可经营的除外）、

钢材、铁矿石、棉花、矿产品（除专控）、肉类、预包装食品（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初级农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金融、期货、股票、

证券类除外）；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或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6,965,961,781.91 元；负债总额为 5,129,459,990.51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090,161,366.46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129,459,990.51 元；净资产为

1,836,501,791.40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10,465,649,973.20 元 ；净 利 润 为

58,362,865.54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 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7,991,481,276.72元；负债总额为 6,013,777,678.98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197,678,907.37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013,777,678.98 元；净资产为

http://www.sse.com.cn/


1,977,703,597.74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2,550,951,694.95 元 ； 净 利 润 为

41,201,806.34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公司出资 130,000 万元人民币，持股 72.22%；公司旗下全资子

公司江苏晋和出资 5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 27.78%。 

（二）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天培 

注册资本：7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与供应链相关的

信息咨询及技术咨询；物流方案设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

理；国内货运代理；皮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初级农产品、棉副产品的

销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

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燃料油的购销售。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4,634,048,944.26 元；负债总额为 3,387,936,935.62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086,220,118.92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387,936,935.62 元；净资产为

1,246,112,008.64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8,088,951,880.39 元 ； 净 利 润 为

1,057,239,883.52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 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4,691,978,569.57元；负债总额为 3,469,836,993.44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917,768,069.28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469,836,993.44 元；净资产为

1,222,141,576.13 元 ； 营 业 收 入 为 1,500,044,639.28 元 ； 净 利 润 为



-23,970,432.51 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前海瑞茂通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三）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路 451 号 

法定代表人：杨士峰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与供应链相关的信息咨询及技术咨

询（不含限制项目及人才中介服务）；物流方案设计；财务及经济信息咨询(不含

金融、证券）；国际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广告设计与制作；煤炭、焦炭、棉花、棉籽、纺织原

料及产品、化学纤维制造原料、钢材、纸浆﹑纸张﹑纸制品、有色金属、通讯产

品及配件、橡胶制品、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铁矿石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

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五金交电产品、日用家电设备、

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不含油漆）、建筑材料的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沥

青(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矿产品、白糖、初级农产品的销售。以下只限分支

机构经营：苯、苯酚、苯酚溶液、苯乙烯[稳定的]、变性乙醇、丙二烯[稳定的]、

丙烷、丙烯、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N,N-

二甲基甲酰胺、过氧化二（3-甲基苯甲酰）、过氧化（3-甲基苯甲酰）苯甲酰和

过氧化二苯甲酰的混合物[过氧化二（3-甲基苯甲酰）≤20%，过氧化（3-甲基苯

甲酰）苯甲酰≤18%，过氧化二苯甲酰≤4%，含 B 型稀释剂≥58%]、甲醇、2-甲

基丁烷、甲基叔丁基醚、2-氯-1,3-丁二烯[稳定的]、煤焦沥青、石脑油、石油



醚、硝化沥青、乙醇[无水]、乙烷、乙烯、异丁胺、异丁烷、异丁烯、异辛烷、

正丁烷。（有效期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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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258,217,491.39 元；负债总额为 573,072.62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 573,072.62 元；净资产为 257,644,418.77 元；营业收入为

478,181,475.40 元；净利润为 3,195,595.15 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474,284,318.24 元；负债总额为 203,679,471.30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39,973,477.63 元， 流 动 负 债总 额为 203,679,471.30 元 ； 净 资 产 为

270,604,846.94元；营业收入为 144,653,474.15元；净利润为-2,041,135.38 元

（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烟台牟瑞为公司的参股公司，非关联方。公司持有烟台牟瑞的股

权比例为 25%；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China Coal Solution(Singapore) Pte.Ltd.

持有烟台牟瑞的股权比例为 24%；烟台新润华持有烟台牟瑞的股权比例为 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乙方”）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 

担保金额：15,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损失等全部

债权。 



担保方式： 

1、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债务人不按主合同的约定清偿主债务，甲

方有权直接向乙方追偿。 

2、乙方的保证责任不因债务人上级单位的任何指令、债务人地位及财力状

况的改变、债务人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协议或条件及本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

的无效或解除而免除。 

3、如主债权有多个保证人，乙方与其他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

带共同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主债务履行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1）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甲方按照信用证垫款

日或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2）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甲方按保函约定实际承担担保责任日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期

限届满日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甲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3、按照法律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债务提前

到期的，则主债务提前到期日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4、主合同约定分期分次还款的，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

分别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分别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主合同债务人”）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或称“乙方”） 

担保金额：8,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

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

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担保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日起，至被担保的

债权全部清偿完毕，若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乙方有权

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相应的债务。 

保证期间：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

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

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 



被担保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主合同债

务人”）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以下或称“乙方”） 

担保金额：28,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

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

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担保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日起，至被担保的

债权全部清偿完毕，若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乙方有权

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相应的债务。 

保证期间：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

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

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乙方”） 

被担保人：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或称“甲方”） 

担保金额：10,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

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

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担保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履

行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项下债权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甲方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

定提前收回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或解除主合

同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本次公司担保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

需求以及 2019 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同时各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良好，均没有

贷款逾期情形出现，担保风险可控。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

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事项。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对外担保考虑了

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

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事项审议、

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 至 本 公 告 披 露 日 ， 公 司 及 其 全 资 子 公 司 对 外 担 保 总 额 为

1,109,631.296051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9.94%。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49,731.296051 万元，以

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58%。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