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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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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对象：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借款金额：本次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短期借款金额合计不超过

35.4亿； 

●借款期限：“借款期间”为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借款利率：公司将按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借款对象收取资金占用费； 

●担保情况：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简称“贵研资源公司”）、贵研金

属（上海）有限公司（简称“贵研金属公司”）、贵研化学材料（云南）有限公司（简

称“贵研化学公司”）、贵研国贸有限公司（简称“贵研国贸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不需要提供反担保。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贵研催化公司”）、

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简称“永兴资源公司”）、贵研工业催化剂（云南）有限公

司（简称“贵研工催公司”）及贵研中希（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贵研

中希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要求上述所有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同股同

权、同股同责的原则，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应借款。具体实施时，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其他股东需向本公司提供的借款提供反担保。鉴于公司持有贵研催化公司89.91%股权，

股权占比超三分之二，在《公司法》和《贵研催化公司章程》的范围内，公司对贵研

催化公司生产经营所有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对贵研催化公司拥有实质控制力。因此，

除贵研催化公司外，公司不得为其他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 

 

   一、短期借款事项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补充其流动资金，公司拟向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贵研资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贵研催化公司、永兴资源公司、贵研工催公司、

贵研中希公司、贵研国贸公司及贵研化学公司提供短期借款。 



（一）借款对象及向各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额度。 

                                                            单位：万元 

借款对象 借款额度（含本数） 

贵研资源公司 最高不超过120,000.00 

贵研金属公司 最高不超过35,000.00 

贵研催化公司 最高不超过80,000.00 

永兴资源公司 最高不超过25,000.00 

贵研工催公司 最高不超过11,000.00 

贵研中希公司 最高不超过13,000.00 

贵研国贸公司 最高不超过30,000.00 

贵研化学公司 最高不超过40,000.00 

合计 最高不超过354,000.00 

（二）借款的“发生期间”为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借款期间”为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三）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上述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

实际需要在批准额度和借款期限内向其提供借款。公司将按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向借款对象收取资金占用费。 

（四）上述贵研资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贵研国贸公司及贵研化学公司系公司

全资子公司，不需要提供反担保。贵研催化公司、永兴资源公司、贵研工催公司及贵

研中希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要求上述所有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同股同权、

同股同责的原则，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应借款。具体实施时，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

股东需向本公司提供的借款提供反担保。鉴于公司持有贵研催化公司89.91%股权，股

权占比超三分之二，在《公司法》和《贵研催化公司章程》的范围内，公司对贵研催

化公司生产经营所有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对贵研催化公司拥有实质控制力。因此，

除贵研催化公司外，公司不得为其他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 

（五）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会议均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额度的预案》。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短期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本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尚未签订借款协议。具体借款金额、借款期限

等协议内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根据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和资金安排的实际需求协商确定。 

三、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月 1日，

注册资本为 32,000.00 万人民币，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熊庆丰，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大椿树工业聚集区内，主营业务

是贵金属资源冶炼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贵金属二次资源（废料）的收购和来料加工；

贵金属基础化合物加工制造；贵金属仓储及租赁服务；特种粉体材料的制备；催化剂

及其中间产品销售；经营本单位研制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出口

或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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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1,532,661,469.50 元，净资产

为 538,212,782.41 元，2020年度利润总额为 112,305,068.93元。 

（二）贵研金属（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杨涛，注册地址为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芦潮港路

1750弄 6号 2幢 8308 室，主营业务是贵金属、金银制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稀

有金属（以上均除专项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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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

金属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经

纪）。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471,291,640.59 元，净资产为

180,097,491.41元，2020年度利润总额为 32,937,998.63 元。 

（三）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9.91%股

权，云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0.6%股权，小龙潭矿务局持有其 0.76%股权，昆

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1%，苏州深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62%

股权。贵研催化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 39,692.9023 万人民币，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再富，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高路 669 号，主营业务是贵金属（含金、银）催化剂及其中间产品、工业废

气净化器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及净化器的生产、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及租赁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总

资产为 2,781,781,649.59 元，净资产 670,585,585.46 元，2020 年度利润总额为

50,731,747.27 元。 

（四）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郴州财

智金属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 

永兴资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月 4日，注册资本为 5,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

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庆丰，注册地址为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经济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银都大道与龙溪大道交汇处)，主营业务是有色金属、贵金属、

稀有金属产品加工、销售，有色金属检测、分析服务(涉及危险废物的凭《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经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394,458,135.44

元，净资产 122,790,574.53 元，2020年度利润总额为 30,712,962.01 元。 

（五）贵研工业催化剂（云南）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5%股

权，兰州新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25%股权。 

贵研工催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再富，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大椿树工业聚集

区，主营业务是钯催化剂、钌催化剂及其中间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贵金属催化

剂及其中间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及租赁服务。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191,965,336.37 元，净资产为 70,837,828.60

元，2020年度利润总额为 15,331,329.58元。 

（六）贵研中希（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股权，中希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贵研中希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17 日，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人民币，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巫小飞，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佘

山镇沈砖公路 3168号，主营业务是电工合金功能材料、电接触材料及元器件的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的总资产为 337,031,711.61 元，净资产 171,006,075.34 元，2020 年度利润总额为

38,345,971.76元。 

（七）贵研国贸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8月 21日，注册资

本 10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涛，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 层



302-303室，主营业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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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及其制品，贵金属，合金材料，环保材料的销售，自有设备的租

赁（除金融租赁），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

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合金材料、环保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103,885,063.79

元，净资产 103,823,430.47 元，2020年度利润总额为 674,653.38元。 

（八）贵研化学材料（云南）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9日，注册资本 600,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左川，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贵金属新

材料产业园，主营业务是贵金属（含金银）及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子

元器件的研究、开发、制造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化工技术咨询。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499,946,240.62 元，净资产 499,936,034.70

元，2020年度利润总额为-53,812.15元。 

四、短期借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支持，满足其生产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

需求，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要求上述所有控股子公司

的其他股东按同股同权、同股同责的原则，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应借款。具体实施时，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需向本公司提供的借款提供反担保。鉴于公司持有贵研催

化公司89.91%股权，公司对贵研催化公司生产经营所有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对其拥

有实际控制力。除贵研催化公司外，公司不为其他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短期借款。 

五、公司累计对外借款数量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25,000.00万元，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4.21%，不存在逾期借款。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1、公司拟为子公司贵研催化公司、永兴资源公司、贵研工催公司、贵研中希公

司、贵研资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贵研国贸公司及贵研化学公司提供短期借款支持。

该借款事项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降低其融资成本，有利于各子公司的

发展。 



 2、贵研资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贵研国贸公司及贵研化学公司均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短期借款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贵研催化

公司、永兴资源公司、贵研工催公司及贵研中希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要求上

述所有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同股同权、同股同责的原则，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应

借款。具体实施时，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需向本公司提供的借款提供反担保，

鉴于公司持有贵研催化公司 89.91%股权，对贵研催化公司拥有实质控制力。因此，

除贵研催化公司外，公司不为其他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 

3、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短期借款事项，其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预

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额度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