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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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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反担

保额度（万元） 

本次反担保金

额（万元） 

已提供反担保余额

（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 

196,000 196,000 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2、是否有其他担保方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否 

3、是否有公司为其他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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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月，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茂通”或“公

司”）和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煤业”）共同出资设立陕西陕煤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或“陕西陕煤”），其中陕西煤业持

股 51%，公司持股 49%。自陕西陕煤成立以来，为了进一步拓宽业务渠道，已分

别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和平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



共计 40 亿元，陕西煤业作为合资公司控股股东，为支持合资公司业务发展，上

述授信已由陕西煤业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总额为 40 亿元人民币，同时公司以其

持有的合资公司 49%的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

过 19.6 亿元部分的责任保证。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2021 年 1 月 23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分别披

露了《瑞茂通关于公司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瑞茂通关

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 

2021 年 5 月，因陕西陕煤拟将授信银行变更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和平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总

授信金额保持不变，仍为 40 亿元，担保期限为 1 年，在担保期限内，合资公司

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该授信同样由陕西煤业提供全额担保，共计 40 亿元，公

司以其持有的合资公司 49%的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担保协议履行

的不超过 19.6 亿元部分的责任保证。基于此，陕西煤业、陕西陕煤、瑞茂通、

各授信银行需要重新签订授信、担保、反担保等相关协议，因此，公司于 2021

年 5月重新履行了给陕西煤业提供反担保的审议决策程序。 

近日，公司与陕西煤业签署了《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协议编号为 2021

年陕煤合 2021040 号，公司在不超过 19.6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陕西

煤业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续签

反担保合同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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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


法定代表人：杨照乾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2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08 年 12月 23日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经营、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

经营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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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数据：  

陕西煤业最近一年（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1,489.12亿

元；负债总额为 592.43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06.72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为 389.8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02.33 亿元；营业收入为 948.60 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48.83亿元。 

陕西煤业最近一期（2021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

1,521.56 亿元；负债总额为 561.08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06.95 亿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358.1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41.61亿元；营业收入

为 347.6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3.71亿。 

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控制企业。 

  

与瑞茂通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万永兴先生辞任陕西煤业独立董事职务已满

12 个月，陕西煤业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陕西煤业在股权上不存在相关

联系。 

三、《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中主债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策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天中路 369 号一楼 122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8月 26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煤炭（无仓储、不含现场交易）、铁矿石、有色金

属、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监控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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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数据： 

主债务人最近一年（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104.55 亿元；

负债总额为 63.1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0.10亿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3.10

亿元；净资产为 41.45 亿元；营业收入为 212.28 亿元；净利润为 1.36 亿元。 

主债务人最近一期（2021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104.16

亿元；负债总额为 63.42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0.3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为 63.42 亿元；净资产为 40.75 亿元；营业收入为 83.62 亿元；净利润为 0.42

亿元。 

股权结构：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陕西

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9%，陕西煤业持有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 

四、《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乙方”） 

反担保对象：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 

反担保金额：不超过 196,000万元人民币 



反担保范围：反担保范围为甲方按照上述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过 19.60亿元

部分的保证责任，包括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及由此产生的垫付利息和费用

等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费用。 

反担保方式：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以下方式进行反担保，并保证其真实性、

合法性，并承诺履行以下保证责任：乙方以其持有的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 

反担保期限：反担保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始，至上述借款清偿完毕或甲

方向乙方追偿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的所有款项、利息及费用完毕之日止。 

五、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续签反担保合同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本次担保是到期续作，主要是为了继续

支持合资公司发展，保障其生产经营及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

盈利水平，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且合资公司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反担保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决策、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审议事项不存在需要回避的关联董事。 

2、因合资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资金需求，陕西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为其融资授信继续提供全额担保，公司按照持股比例继续为陕西煤业提

供反担保，公平合理，有利于合资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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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97.278614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92.05%。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02,447.278614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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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7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