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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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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74.5 亿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1.21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需不定期向金融机构进行借款或融资，为支

持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决定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或融资提供担

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额度 

上海临港伊泰供应链有限公司 5 

伊泰渤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 

伊泰渤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 

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限公司 7.5 

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15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15 

伊泰供应链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5 



伊泰能源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5 

伊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5 

内蒙古伊泰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 

总计 74.5 

 

相关借款及担保协议具体内容届时以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有关合同或协议为

准，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上述担保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若经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决议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目前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上海临港伊泰供应链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 100% 5,000 

伊泰渤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煤炭

销售运输 
100% 5,000 

伊泰渤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销售 100% 5,000 

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限公司 铁路运输 72.66% 362,859.80 

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煤炭技术开发 90.2% 157,000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煤化工 51% 235,290 

伊泰供应链金融服务（深圳）有

限公司 
煤炭销售 100% 10,000 

伊泰能源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100% 5,000 

伊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咨询 100% 5,000 

内蒙古伊泰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煤化工 51% 20,000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生产 61.15% 590,000 

 

（一）上海临港伊泰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新杨公路 1800 弄 2幢 3278室 

法定代表人：徐军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从事能源科技、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煤炭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商务信息咨询，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第三方物流服务，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

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的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上海临港伊泰供应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8月 14日，注册资本为 5,000万

元，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401,982,220.25 元，负债总额为 306,970,924.45 元（其中的流动负债总额为

306,970,924.45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95,011,295.80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267,322,376.21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9,372,129.83 元。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伊泰渤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区置业道 5号港口

贸易大厦 A座 3001室 

法定代表人：尚志德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煤炭的销售、运输、装卸；正餐、住宿、洗浴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旅游资源开发；苗木、花卉种植；食用农产品销售；卷烟零

售；矿山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公路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伊泰渤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3月 7日，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

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32,461,423.18 元，负债总额为 116,470,852.21 元（其中的流动负债总额为

116,470,852.21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15,990,570.97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39,419,524.42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5,920,592.03 元。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伊泰渤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海宁路 225号 1003房间 

法定代表人：尚志德 



经营范围：煤炭的销售、运输、装卸；住宿、餐饮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洗

浴服务；旅游项目开发；苗木、花卉的种植；食用农产品的销售；烟的零售；矿山

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公路的土建施工；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

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伊泰渤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514,288,073.14 元，负债总额为 83,660,085.64 元（其中的流动负债总额为

83,660,085.64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430,627,987.50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176,451,663.22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9,643,533.66 元。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兴隆街道周家湾村 

法定代表人：纪彦林 

经营范围：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投资；铁路客货运输；铁路危险货物运输

（汽油、柴油）；原煤洗选、销售；铁路运营管理与服务及货物延生服务；机车辆及

线路维修；仓储服务；铁路设备、站台、场地、房屋及附属设施租赁服务；铁路材

料及废旧物资销售；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易制毒品）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咨询；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自有房屋

租赁。 

内蒙古伊泰呼准铁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62,859.8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72.66%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2,175,649,744.03 元，负债总

额为 3,599,929,031.29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和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3,223,681,516.75 元和 643,467,901.66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8,575,720,712.74 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50,846,821.26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89,540,794.05 元。不存在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五）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伊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晋堂 

经营范围：煤化工产品及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煤炭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煤

化工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注册资本为 157,000 万元，

公司现持有其 90.2%的股权，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9.8%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7,000,740,563.50 元，负债总额为 

5,650,501,535.76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5,650,500,680.83 元），资产净额为人

民币 1,350,239,027.74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77,521.96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14,153,074.65 元。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六)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工业园区南煤化工基地纬一

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张志功 

经营范围：煤化工产品（柴油、汽油、石脑油、润滑油基础油、稳定轻烃、煤

油、液体石蜡、煤基费托蜡、煤基费托精制蜡、煤基费托软蜡、煤基费托混合烯烃、

费托合成柴油组分油、煤基费托合成液体蜡、液化气、费托合成车用柴油、正构烷

烃、异构烷烃）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含煤基费托蜡、煤基费托精制蜡的固

化成型、造粒制粉深加工步骤）。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年 3月 17日，注册资本为 235,290

万元，公司现持有其 51%的股权，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伊泰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39.5%、9.5%的股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为 3,628,361,820.34 元，负债总额为 1,085,626,772.12 元（其中的银行

贷款总额和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799,000,000.00 元和 271,261,772.12 元），资产

净额为人民币 2,542,735,048.22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73,397,775.15 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148,617,892.51 元。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七）伊泰供应链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法定代表人：徐军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服

务外包（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

文件后方可经营）；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供应

链管理及相关业务；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煤炭的销售；投资新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

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经营进出口业务。 

伊泰供应链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1月 3日，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

总额为 1,124,621,178.80 元，负债总额为 702,405,156.73 元（其中的负债总额分

别为 692,609,263.33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422,216,022.07元，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 3,530,256,636.8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0,554,392.79 元。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八）伊泰能源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号 302部位 368室 

法定代表人：徐军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

除经纪），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信息技术外包；从事能源

科技、软件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运输），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煤炭、焦炭、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伊泰能源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1月 13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68,220,582.54 元，负债总额为 4,962,947.30 元（其中的流动负债总额为

4,962,947.30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263,257,635.24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10,761,528.17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3,050,983.38 元。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九)伊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41、745、747号 1楼 102室 

法定代表人：徐军 

经营范围：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煤

炭批发经营（凭《煤炭经营资格证》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伊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7月 23日，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

公司现持有其 100%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079,112,002.24 元，负债总额为 228,110,986.16 元，（其中的流动负债总额为

228,110,986.16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851,001,016.08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445,508,308.56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23,183,686.23 元。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内蒙古伊泰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南项目区泰四路西 

法定代表人：刘尚利 

经营范围：轻质液体石蜡、重质液体石蜡、正十二烷、正十四烷、异构烷烃、

饱和无环烃、油品添加剂、降凝剂、轻质白油、工业白油生产和销售；化工原料及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加工销售；国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

运输；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 

内蒙古伊泰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公司现持有其 51%的股权，南京宁能化工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9%

的股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792,504,778.67 元，负债

总额为 734,776,342.17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和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379,000,000.00元和 400,323,515.52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57,728,436.50 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61,133,581.62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8,594,632.93 元。不存

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一）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尚利 

经营范围：轻质液体石蜡、重质液体石蜡、硫磺、稳定轻烃、低芳溶剂、十六

烷值改性剂、醇基液体燃料、煤基费托合成柴油组分油、液化石油气、混合烯烃的

生产；液氧、液氮无储存(票据贸易)销售;1#低芳溶剂、3#低芳溶剂、轻液体石蜡、

重液体石蜡、十六烷值改进剂、85#费托合成蜡、95#费托合成蜡、105#费托合成蜡、

轻合成润滑剂、中合成润滑剂、重合成润滑剂、丙烷、LPG、异丙醇、粘度指数改

进剂、硫磺、混醇、硫酸铵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项目的建设。柴油[闪点(闭口)

大于 60℃]的调合、仓储、销售；餐饮；住宿；化工设备检修、维修工作；工程管

理服务；检测服务。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77,000

万元，公司现持有其 61.15%的股权，上海汉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其 32.20%的股权，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65%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6,411,748,431.45 元，负债总额为

10,833,780,358.10 元 （ 其 中 的 银 行 贷 款 总 额 和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分 别 为

9,736,000,000.00 元 和 2,683,848,687.36 元 ）， 资 产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5,577,968,073.35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390,539,472.8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98,979,771.83元。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担保限 

额范围内，以有关主体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有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及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事项，符合公司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不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均同意该议案，并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121.21亿元，其中为伊泰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 10亿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111.21亿元，上述数

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30.61 亿元的 3.02%、33.64%。以上担保均符

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逾期担保、违规担保。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