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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 2021-22号 

债券代码：163048          债券简称：19 东科 01 

债券代码：163049          债券简称：19 东科 02 

债券代码：163150          债券简称：20 东科 01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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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1、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水箔公司”） 

2、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化成箔”） 

3、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以下简称“电化厂”） 

4、 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化成箔”） 

5、 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察布化成箔”) 

6、 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精箔”） 

7、 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磁性材料”） 

8、 韶关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电容器”） 

9、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氟公司”) 

10、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氟树脂”） 

11、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化成箔”） 

12、东阳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科技”） 

13、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印刷”） 

14、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贸易”） 

15、茌平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茌平亲水箔”） 

16、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溪煤业”） 

17、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高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高纯新材

料”） 

18、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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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 

20、广东东阳光生物制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生物制剂”） 

21、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制药”）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产业扩张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1 年度向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11.1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包

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额度、流动资金贷款、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

融资租赁、应付款等，担保期限根据被担保方融资需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具体见下表：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担保额度（亿元） 

1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9.58 

2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20.77 

3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11.08 

4  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11.01 

5  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7 

6  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 11.7 

7  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3.33 

8  韶关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0.4 

9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82 

10  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 1.9 

11  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 13 

12  东阳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 

13  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0.79 

14  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 0.5 

15  茌平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1.11 

16  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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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高纯新材料有限公司 1.76 

18  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0.59 

19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20  广东东阳光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6 

21  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 5 

合计 111.1 

上述担保额度期限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且各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在担保总额度内可根据实际经营情

况需求进行调剂使用。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2021 年度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覃继伟先生、谢娟女士、付海亮先生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

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日

常经营，符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由于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据公司《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亲水箔、涂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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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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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箔公司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27,986.55 万元、负债总额 176,400.32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1,586.23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5,911.32万元、利润总额 183.4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9.92

万元。 

（二）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建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396.26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全系列腐蚀箔、化成箔、农业用硝酸铵钙产

品；“三废”综合回收利用；电力供应；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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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源化成箔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78,065.01 万元、负债总额 167,933.92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131.09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7,584.05 万元、利润总额 27,213.0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723.96万元。 

（三）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法定代表人：何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000万元 

注册地址：韶关市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

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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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电化厂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10,330.84 万元、负债总额 101,197.8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132.9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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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21.95 万元、利润总额 2,302.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09.50万元。 

（四）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光芒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800万元 

注册地址：宜都市滨江路 34号 

经营范围：生产、科研、销售全系列化成箔产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宜都化成箔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45,758.88 万元、负债总额 166,424.36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9,334.52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1,282.18 万元、利润总额 5,153.0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86.39万元。 

（五）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光芒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白海子镇红海子村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高压化成箔产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乌兰察布化成箔 2020年末资产总额 109,293.94 万元、负债总额 86,047.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246.6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7,320.63 万元、利润总额 106.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19

万元。 

（六）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392.3万元 

注册地址：韶关市乳源县龙船湾 

经营范围：铝及铝产品的生产，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电子总线

网络技术及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电子控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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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不含固

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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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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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源精箔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31,045.76 万元、负债总额 90,406.49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639.2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8,183.36 万元、利润总额 5,519.4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21.23万元。 

（七）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锂电池材料及其相关材料的开发、生产及销售。企业

自有房屋租赁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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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性材料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121,309.09 万元、负债总额 78,366.7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2,942.34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8,199.61 万元、利润总额-5,630.7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30.75万元。 

（八）韶关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文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韶关市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电子元器件。产品内外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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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电容器 2020年末资产总额 16,914.36 万元、负债总额 4,321.20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93.1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022.75 万元、利润总额 345.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2.44

万元。 

（九）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凯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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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乳源县开发区氯碱特色产业基地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制冷剂、氟精细化工、盐酸、氢氟酸、氟树

脂、氟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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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源氟公司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173,547.06 万元、负债总额 147,164.28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382.7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5,968.54 万元、利润总额-14,266.4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66.41万元。 

（十）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凯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化工基地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氟树脂；生产、销售：盐酸（以上经营项目

在许可证许可业务范围内及有效期内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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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源氟树脂 2020年末资产总额 43,365.26 万元、负债总额 31,612.46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752.8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978.68 万元、利润总额 1,848.0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48.03万元。 

（十一）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建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E区 E25栋二层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管理各类实业公司。 

深圳化成箔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735,958.06 万元、负债总额 446,744.29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9,213.7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69,456.53 万元、利润总额 32,135.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046.10万元。 

（十二）东阳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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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姚佳 

注册资本： 3000 万港币 

注册地址：香港 

东阳光科技 2020年末资产总额 32,206.56 万元、负债总额 27,857.7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48.82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9,670.13

万元、利润总额 1,012.9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6.59 万元。 

（十三）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侯公渡龙船湾内 

经营范围：镀铝膜、转移膜、复合膜及相关全息激光镭射产品；出版物、包

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镀钛阴极箔系列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以上项

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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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印刷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13,014.45 万元、负债总额 5,574.51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439.94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78.42

万元、利润总额 799.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0.35 万元。 

（十四）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伟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开发区东阳光办公楼二楼 205室（仅限办公场所）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

用化学产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食品用洗涤剂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

品批发；卫生陶瓷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

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药品批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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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燃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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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瑞丰贸易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143,716.69 万元、负债总额 140,525.3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191.3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4,798.71 万元、利润总额-30.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39

万元。 

（十五）茌平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乐平铺镇郝集工业园郝东村 

经营范围：亲水箔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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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茌平亲水箔 2020年末资产总额 40,967.04 万元、负债总额 38,254.82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12.22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6,050.17万元、利润总额 225.1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6.98

万元。 

（十六）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广凡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0万元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楚米镇三座村蒙山路 14号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煤

炭的开采及销售；煤矿投资。） 

狮溪煤业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02,660.57 万元、负债总额 268,196.1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65,535.5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701.14 万元、利润总额-11,781.8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81.89万元。 

（十七）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高纯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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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东阳光工业园新熔铸车间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精铝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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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源高纯新材料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25,638.54 万元、负债总额 16,401.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237.22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0,833.98 万元、利润总额 2,064.7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52.08万元。 

（十八）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文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万元 

注册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第二工业区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容器电子产品及元器件；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东莞电容器 2020年末资产总额 44,330.91 万元、负债总额 13,747.42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583.49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384.43 万元、利润总额 3,123.2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4.50万元。 

（十九）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新发 

注册资本：人民币 87996.77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宜都市滨江路 38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国内外原料药、仿制药、生物药、首仿药、新

药；销售胰岛素医疗器械；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医药行业投资。（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东阳光药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956,126.66 万元、负债总额 445,760.79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89,110.31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4,811.26 万元、利润总额 101,043.4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945.72万元。 

（二十）广东东阳光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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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53000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区沉香街 9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生物制剂、药品、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

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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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物制剂 2020年末资产总额 37,884.71万元、负债总额 4,053.6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831.08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4万

元、利润总额-308.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08.97 万元。 

（二十一）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忠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都市陆城滨江路 62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国内外原料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宜昌制药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55,854.96 万元、负债总额 33,099.48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55.4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27

万元、利润总额-1,479.9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79.9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融资

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设等，同意为其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公

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

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强化担保管理，降低担保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9.13

亿元，占本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84.63%。本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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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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