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23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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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院”）、黎

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黎明院”）、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院”）、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贸易”）、

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院”）、中国化工集团曙

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院”）、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院”）、昊华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气体”），

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计划为各子公司融资提

供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资品种确定。截止公告

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1%，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该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概述 

为优化公司整体融资结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

设投资的资金需求，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资品种确定，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全资子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预估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00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85,000 

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000 

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0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0,000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000 

昊华气体有限公司 60,000 

合计 400,000 

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公司提供的单笔担保

事项不再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如有新增超过担保额度情况除外）；公司

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实际情况，担保额度可以调

剂。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理层在

40 亿元额度内决定和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有关文件。授权期限

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晨光路193号 

3．法定代表人：李嘉 

4．注册资本：102,384.21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研究、制造、销售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基础化学原料、合

成材料、专用化学品、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核定的项目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普氮、精氮、压缩空气、饱和蒸汽、工业水、生活水、

无离子水、冷冻水、冷冻盐水、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饮用水；气瓶充装；不带

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限分支机构按核定的经营范围及期限经营）。餐饮

服务；种植：树木、花卉；园林绿化养护服务；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安装、改

造、修理；压力管道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生产、销售民用、工业、

医疗卫生行业用防护材料及制品；制造销售肥料，各类包装物品；销售饲料及饲

料添加剂，销售电器机械及器材，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化工石化

医药行业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总承包、防腐

保温工程；进出口业务；消防、安防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晨光院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晨光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 300,910.05 万

元，负债总额为 90,534.1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19,493.64 万元和流动负债

总额 48,869.0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208,797.37 万元；2020 年度，晨

光院营业收入为 147,287.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4,854.32 万元。 

（二）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洛阳市西工区邙岭路5号 

3．法定代表人：韦永继 

4．注册资本：79,073.94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钯催化剂、氧化铝载体、稳定剂、氢氟酸（464.1 吨/年）、六

氟化硫（1000吨/年）、三氟化氮（100吨/年）、四氟甲烷（200 吨/年）的生产销

售；聚氨酯材料、化学推进剂原材料的研究开发和制造销售；工程科学技术研究、

化学技术服务、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承包；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环保工程



 
 

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环保设备制造及销售；从事本公司技术相关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的研究、制造销售和生产所需材料、仪器仪表零备件的批发零售

代购代销及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杂志广告业务；监督检验、检测

（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书经营）。一氧化二氮[压缩的]、三氟甲烷、

二氯一氟甲烷、三氯化硼、氦[压缩的]、氖[压缩的]、氩[压缩的]、氪[压缩的]、

氙[压缩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压缩的]、甲烷[压缩的]、乙烷[压缩的]、乙

硼烷[压缩的]、环氧乙烷、正丁烷、乙烯[压缩的]、丙烯、四氢化硅、氚、硫化

氢[液化的]、氢[压缩的]、环氧丙烷[液化的]、四氧化硅、溴化氢[无水]、氨[液

化的、含氨﹥50%]、氯[液化的]、四氟甲烷、六氟乙烷、八氟丙烷、三氟化氮、

六氟化钨（无仓储）的批发。 

6．关联关系：黎明院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黎明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192,249.3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0,701.6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35,417.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133,407.50 万元；2020 年度，黎明院

营业收入为 121,256.9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4,948.46 万元。 

（三）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5 号 

3．法定代表人：陈健 

4．注册资本：32,862.88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石油化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氮气

生产（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内经营）（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生

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气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化工原料的研发、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工程技术咨询；检测服务（不含民用核安全设备、特种设备检

测）;石油化工工程设计、承包；项目管理服务；催化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的生产（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



 
 

构经营或另选经营场地经营）和销售；化工产品的分析与研究；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总承包服务；广告发布（不含气球广告）；批

发危险化学品（仅限票据交易，不得存放实物和样品）（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在有效期内从事经营）；期刊出版（凭期刊出版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内有效期内

从事经营）；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不含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化肥、农用薄

膜；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服务；农业技术推广；种子销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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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西南院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南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116,449.5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3,330.72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42,883.9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73,118.80 万元；2020 年度，西南院营业收入为 

85,009.9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7,298.79 万元。 

（四）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 1 号楼 A901、A902  

3．法定代表人：黄永堂 

4．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医药原料、化学矿产品、化工

装备、机械设备、建筑材料、轻工产品、纺织品、林产品、农用化工产品的销售、

仓储；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仪器

仪表；化工原料的生产；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

介）；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4 月 22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6．关联关系：中昊贸易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昊贸易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14,465.7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9,695.3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9,695.3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4,770.46 万元；2020 年度，中昊贸易营业收入为 

23,681.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06.74 万元。 

（五）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1477号 

3．法定代表人：王文忠 

4．注册资本：3,965.37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涂料及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化工工程设计，化工仪器、仪

表的研究及化工助剂（不含危险品）的生产、销售。涂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技术培训及服务；涂料技术信息交流服务。《现代涂料与涂装》期刊的出版；防

腐保温施工；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现代涂料与涂装》杂志发布广告

（凭有效广告经营许可证经营）。 

6．关联关系：北方院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方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16,312.4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8,935.9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4,226.3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7,376.46 万元；2020 年度，北方院营业收入为             

4,313.0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571.98 万元。 

（六）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桂林市东郊横塘路55号 

3．法定代表人：王继泽 



 
 

4．注册资本： 10,000元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航空轮胎、汽车轮胎、特种轮胎、专用防护防腐装置、密封

套、包装箱、人体防护装置及服装、橡塑胶布制品、充气式气囊装置、囊式储存

装置、高分子复合材料、专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天然橡胶的研究、

试制、制造、销售（以上涉及许可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高分子隐身材料、

高分子屏蔽材料、电磁防护材料、生化防护材料及其制品、装置的研究、试制、

制造、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批的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

研究、生产、销售（许可审批项目除外）；轮胎制造技术及工程咨询服务；特种

轮胎质量监督检验；销售汽车（小轿车除外）；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金属及有色金属材料、化工机械成套设备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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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曙光院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曙光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65,692.5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3,236.4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200.12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18,455.2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32,416.12 万元；2020 年度，曙光院营

业收入为 36,019.5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037.11 万元。 

（七）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西华路 2 号 

3.法定代表人：杨维章 

4.注册资本：5,57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橡胶密封制品、特种橡胶制品、橡胶专用材料；橡胶混炼胶、

橡塑粒料、橡塑制品、工程防水橡胶密封型材、聚氨酯产品、特种高分子涂料；

汽车、轨道交通用橡胶制品；化工防腐设备的设计加工制造及防腐衬里施工；胶

黏剂及橡胶助剂的研制生产、销售；橡胶设备、模具设计及制造；橡胶技术咨询，



 
 

橡胶老化研究，橡胶性能测试及分析；橡胶密封制品及密封装置标准化归口单位；

特种橡胶信息服务中心；刊物及资料翻译；代理和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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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联关系：西北院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北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76,450.40 万元，负

债总额为 23,980.6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10,142.0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52,469.79 万元；2020 年度，西北院营业收入为

37,618.0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405.03 万元。 

（八）昊华气体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道南路 12 号 

3．法定代表人：姚庆伦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电子化学品（包含电子气体、湿电子化学品）、其他特种气体

（包含医用气体、标准气体）、工业气体化学品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分析检

验、生产、销售，相关原材料的制造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科学技术

研究、工程咨询、工程承包；从事本公司技术相关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安装、

维修、租赁；产品包装容器及零部件的设计、加工、检验检测、销售；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含煤炭）；期刊出版（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国内广告制作、

发布及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货物运输［2 类、3

类、8 类］（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昊华气体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昊华气体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11,142.1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42.2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 142.28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10,999.89 万元；2020 年度，昊华气体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0.11 万元。 

三、董事会审批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审批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

建设投资的资金需求，并综合考虑公司子公司总体融资担保需求情况，本公司拟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资品种

确定，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实际情况，担保额度可以调剂。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理层在40亿元

额度内决定和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有关文件。授权期限自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2021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讯）审议通过《关

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会议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前，我们对审议的“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为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进行了审阅，我们认为，该项对外担保计划是为

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均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 

3.“公司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有助于解决子公司生产经营

资金的需求，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相关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在

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本担保计划不会对公司及其子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1%，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报备文件： 

1. 昊华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讯）决议 

2. 昊华科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讯）决议 

3. 昊华科技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讯）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4. 昊华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0 年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讯）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