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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2-033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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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染化”）、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盛”）、浙江科永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科永”）和浙江恩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恩盛”）。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浙江染化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6.1 亿元（其中在平安银行的最高额保

证 2.6亿元、在绍兴银行最高额保证 3.5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为浙江吉盛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为浙江

科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3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

为浙江恩盛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0.9亿元及其利息、费

用等。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实际为浙江染化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23.65 亿元，实际为浙江吉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0.95 亿元，实际为浙江

科永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1.74 亿元，实际为浙江恩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

民币 0.49亿元，上述担保均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上述担保均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5 月 5 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平

安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银行授信事宜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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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以下简称“绍

兴银行”）签署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银行授信事宜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3.5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

子公司浙江吉盛银行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亿

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科永银行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3亿元及其利息、费用等；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恩盛银

行授信事宜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0.9亿元及其利息、费

用等。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实际为浙江染化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23.65

亿元，实际为浙江吉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0.95 亿元，实际为浙江科永提

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1.74 亿元，实际为浙江恩盛提供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0.49亿元，上述担保均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月 17日、2021年 5月 11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

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1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胡顺勇 

注册资本：354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染料制造,染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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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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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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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染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第 3 页 共 10 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4,514.93  908,068.47  

 负债总额 600,291.65  597,512.30  

     其中：贷款余额 10,612.00  99,636.75  

 流动负债 599,273.83  541,538.64  

 归母净资产 296,212.08  292,109.17  

项  目 2021年全年（经审计）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2,468.55  148,571.61  

 归母净利润 14,212.63  -3,955.52  

（二）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章伟明 

注册资本：2,937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减水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后处理扩散剂 MF、木质素磺

酸钠、J酸、K酸、磺化吐氏酸、高效环保型混凝土外加剂、2-萘酚-3,6-二磺酸

二钠盐（R盐）、硫酸铵溶液、硫酸钠（以上除危险化学品）；销售自产产品；减

水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后处理扩散剂 MF、木质素磺酸钠、J酸、K酸、磺化

吐氏酸、高效环保型混凝土外加剂的原辅材料（除危险化学品）进出口贸易业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过氧化氢[含量＞8%]、硝酸；其他危险化学品：氨、磺化煤

油、萘、1-甲基萘、2-甲基萘、过硫酸铵、亚硝酸钠、亚硝酸钙、苯酚、邻硝基

乙苯、1.4-苯二酚、盐酸、丙烯酸[稳定的]、甲基丙烯酸[稳定的]、氢氧化钠溶

液（含量≧30%）、氨溶液[含氨＞10%]、甲醛溶液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经营场所

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经营方式为无仓储批发，有效期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

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吉盛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024.35  151,163.35  

 负债总额 26,773.17  26,8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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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贷款余额 0.00  0.00  

 流动负债 26,773.17  26,881.10  

 归母净资产 122,367.00  122,448.48  

项  目 2021年全年（经审计）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654.44  9,403.43  

 归母净利润 3,927.65  57.94  

（三）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高怀庆 

注册资本：1,510 万美元 

经营范围:活性染料、酸性染料、靛蓝染料和蓝色谱活性染料制造；销售自

产产品。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科永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177.66  108,313.64  

 负债总额 55,842.29  71,697.13  

     其中：贷款余额 0.00  0.00  

 流动负债 54,886.06  70,744.97  

 归母净资产 36,335.37  36,616.51  

项  目 2021年全年（经审计）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175.29  14,571.99  

 归母净利润 810.37  281.14  

（四）浙江恩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高怀庆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分散蓝 B60染料、分散红 R60染料、分散蓝 B73 染料、分散

蓝 B56染料滤饼；销售：自产产品；染料、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以上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进出口贸易批发业务。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浙江恩盛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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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181.95  43,024.95  

 负债总额 32,813.49  37,419.06  

     其中：贷款余额 0.00  0.00  

 流动负债 32,801.86  37,407.43  

 归母净资产 6,368.46  5,605.89  

项  目 2021年全年（经审计）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648.29  5,126.90  

 归母净利润 -1,695.05  -738.25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若存在下属子公司的,则其财务数据均为合并报表的

数据。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平安银行签署的关于浙江染化《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主

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形式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且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 

3、被担保的主合同和主债权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合同为债权人与浙江染化在债权确定期间（2022 年 5

月 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内因业务办理而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或债权债务文

件；以及债权人与浙江染化签署的合同编号为平银杭金绍综字 20220401 第 001

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债权为前述主合同项下对浙江染化所享有的所有债

权，包括在 2022年 5月 5日至 2022年 12月 28日的期间（该期间在本合同中简

称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债权人因与浙江染化办理各类业务而产生的债权，

以及其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所约定的全部债权。 

4、最高债权限额 

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最高不超过等值（折合）人民币 2.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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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限。 

5、保证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项下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浙江染化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 

6、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

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二）公司与绍兴银行签署关于浙江染化《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2、主合同 

2022年 5月 6 日至 2023年 5月 6日期间内，债务人浙江染化向绍兴银行申

请各项本外币贷款、商业汇票、信用证、信用证代付、进出口押汇、出口打包放

款、银行保函、贴现、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代为开立信用证、申请

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信用证代付、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承

兑商业汇票及其他业务。每笔业务所涉及的合同（协议）、法律文书均为主合同。 

3、保证担保范围 

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的本金金额，

2）利息（包括按规定计收的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务人应向绍

兴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绍兴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绍兴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绍兴

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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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绍兴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5、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与绍兴银行签署关于浙江吉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2、主合同 

2022年 5月 6 日至 2023年 5月 6日期间内，债务人浙江吉盛向绍兴银行申

请各项本外币贷款、商业汇票、信用证、信用证代付、进出口押汇、出口打包放

款、银行保函、贴息、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代为开立信用证、申请

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信用证代付、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承

兑商业汇票及其他业务。每笔业务所涉及的合同（协议）、法律文书均为本合同

的主合同。 

3、保证担保范围 

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本金金额，2）

利息（包括按规定计收的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务人应向绍兴

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绍兴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绍兴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利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

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绍兴

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

的事项，绍兴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5、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与绍兴银行签署关于浙江科永《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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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2、主合同 

2022年 5月 6 日至 2023年 5月 6日期间内，债务人浙江科永向绍兴银行申

请各项本外币贷款、商业汇票、信用证、信用证代付、进出口押汇、出口打包放

款、银行保函、贴息、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代为开立信用证、申请

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信用证代付、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承

兑商业汇票及其他业务。每笔业务所涉及的合同（协议）、法律文书均为本合同

的主合同。 

3、保证担保范围 

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1.3亿元的本金金额，

2）利息（包括按规定计收的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务人应向绍

兴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绍兴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绍兴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绍兴

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

的事项，绍兴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5、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公司与绍兴银行签署关于浙江恩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2、主合同 

2022年 5月 6 日至 2023年 5月 6日期间内，债务人浙江恩盛向绍兴银行申

请各项本外币贷款、商业汇票、信用证、信用证代付、进出口押汇、出口打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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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银行保函、贴息、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代为开立信用证、申请

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信用证代付、申请绍兴银行委托业务合作代理行承

兑商业汇票及其他业务。每笔业务所涉及的合同（协议）、法律文书均为本合同

的主合同。 

3、保证担保范围 

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0.9亿元的本金金额，

2）利息（包括按规定计收的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务人应向绍

兴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绍兴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绍兴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绍兴

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

的事项，绍兴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5、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60.17 亿元，占公司 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9.82%。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二二年五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