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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0-011 号 

证券代码：110006              证券简称：龙盛转债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公告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公告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公告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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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 (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各子公

司经营需要，以及尽量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包括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对下属子

公司核定 2010 年全年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提供担保方提供担保方提供担保方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被担保方被担保方被担保方    
核定的担保额度核定的担保额度核定的担保额度核定的担保额度    

(万元 人民币)    
期期期期    限限限限    

1 本公司 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 30,000 一年 

2 本公司 上虞市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30,000 一年 

3 本公司 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4 本公司 上虞新晟化工工业有限公司 3,000 一年 

5 本公司 上虞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22,000 一年 

6 本公司 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 一年 

7 本公司 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5,000 一年 

8 本公司 桦盛有限公司（香港） 折成人民币 100,000 万元 一年 

9 本公司 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10 本公司 
浙江龙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含下属控股及参股子公司) 
50,000 一年 

11 本公司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12,000 一年 

12 本公司 四川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13 本公司 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5,000 一年 

14 本公司 上虞龙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 一年 

15 本公司 江苏长龙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20,000 一年 

16 本公司 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3,000 一年 

17 本公司 上虞龙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0 一年 

18 本公司 浙江恒盛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5,000 一年 

19 本公司 内蒙古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3,000 一年 

20 本公司 宁波佳盛物流有限公司 8,000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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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公司 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见注] 10,000 一年 

22 
桦盛有限公司

（香港） 

LONSEN KIRI CHEMCIAL 

INDUSTRIES LIMITED 
 

折算成人民币 15,000 万元 一年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484848488,0008,0008,0008,000    - 

注：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在本公司对其收购完成后才担保。 

 

本公司在对下属子公司的提供担保期间，在本公司有融资需求的情况下，

由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一定额度的反担保（其中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提供 2 亿元的反担保，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1.5 亿元

的反担保）。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

将在 2010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期限一年指自 2009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至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在该期限内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文件。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议案的 9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将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二二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 890 号，法

定代表人项志峰，经营范围染料及中间体开发、生产、包装、销售，注册资本

7,5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52,752.08

万元、负债总额 24,657.71 万元、净资产 28,094.37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8,389.32 万元。 

2、上虞市金冠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上虞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代

表人章建新，经营范围分散染料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13,870 万元，公司持

有该公司 99.3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64,756.60 万元、负债总额

44,783.99 万元、净资产 19,972.60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1,236.42 万元。 

3、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

定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化工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3,380 万美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99.48%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64,350.83 万元、负债

总额 14,394.77 万元、净资产 49,956.05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12,837.45 万

元。 

4、上虞新晟化工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上虞市精细化工园区，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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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项志峰，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精细化工产品、化工原料，注册资本 800 万美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67.64%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9,896.80 万元、负债总

额 1,033.28 万元、净资产 8,863.52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975.76 万元。 

5、上虞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

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等，注册资本 242 万美

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7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5,077.18 万元、

负债总额 17,022.61 万元、净资产 8,054.56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3,015.56

万元。 

6、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

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分散染料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1,900 万美

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47%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72,429.77 万元、

负债总额 123,277.06 万元、净资产 49,152.72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4,395.20

万元。 

7、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

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硫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1,100 万美元，公司

持有该公司 99%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6,966.84 万元、负债总额

6,898.17 万元、净资产 10,068.67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920.75 万元。 

8、桦盛有限公司（香港）：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168 号信德中心西座 14

楼 1403 室，法定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投资和贸易，注册资本 1,600 万美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2,002.88 万美元、负债

总额 7,611.16 万美元、净资产 4,392 万美元，2009 年度净利润 1,929.45 万美

元。 

9、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代表

人项志峰，经营范围蓝色谱活性染料制造，注册资本 310 万美元，公司持有该公

司 99.40%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8,858.15 万元、负债总额 15,638.58

万元、净资产 13,219.56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6,945.39 万元。 

10、浙江龙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浦沿镇浦沿路 1

号，法定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注册资本 5,938 万元，公司

持有该公司 91.6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68,089.83 万元、负债总额

142,835.15 万元、净资产 23,973.15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1,102.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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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三区，

法定代表人贡晗，经营范围生产销售 2-氨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等，注册资本

450 万美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8,755.17 万

元、负债总额 10,674.93 万元、净资产 8,080.24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4,755.66

万元。 

12、四川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彭山县青龙镇上莲村六组，法

定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等，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74%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0,938.96 万元、负

债总额 19,831.71 万元、净资产 11,107.26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3,983.41 万

元。 

13、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

定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减水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注册资本 2,770

万美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74%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7,780.99 万

元、负债总额5,290.97万元、净资产32,490.01万元，2009年度净利润10,749.76

万元。 

14、上虞龙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姜火标，经营范围高性能玻璃纤维绳线制品研发制造、加工、销售，

注册资本 6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838.88

万元、负债总额 482.48 万元、净资产 356.40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152.32 万

元。 

15、江苏长龙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县永阳镇大东

门街，法定代表人潘小成，经营范围汽车冲压件及其模具生产、销售，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7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8,885.15 万

元、负债总额 13,003.51 万元、净资产 5,881.64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2,922.72

万元。 

16、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江西乐平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张

吉昌，经营范围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生产、销售，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23.33%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2,146.60 万元、负债

总额 20,354.70 万元、净资产 11,791.90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83.48 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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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虞龙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上虞市道墟镇杜浦村，法定代

表人项志峰，经营范围化学原料及化工产品销售，进出口业务，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828.19 万元、负

债总额 1,862.41 万元、净资产 965.78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34.22 万元。 

18、浙江恒盛生态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

定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水蒸气、硫酸钾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99.7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0,038.95 万元、负债

总额 936.29 万元、净资产 9,102.66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1,976.80 万元。 

19、内蒙古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包头稀土高新区万水泉新区，

法定代表人金瑞浩，经营范围高效减水剂、抗渗防裂增强剂的生产、销售，注册

资本 600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7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4,533.30

万元、负债总额 3,377.68 万元、净资产 1,155.62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447.96

万元。 

20、宁波佳盛物流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宁波大榭开发区信榭大厦东楼 603

室，法定代表人阮小云，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化工原料及产品销售，注册资

本 2,0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41%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8,616.60

万元、负债总额 1,524.81 万元、净资产 7,091.78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712.19

万元。 

21、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代

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生产、储存硫磺、硫酸、盐酸等，注册资本 900 万美元，

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5%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5,148.22 万元、负债总额 9,952.06 万元、净资产 5,196.16 万元，2009 年度净

利润 398.40 万元。本公司将在收购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后才对其提供担保。 

22、LONSEN KIRI CHEMCIAL INDUSTRIES LIMITED：注册地址印度古吉拉特

州巴罗达市，法定代表人项志峰，经营范围活性染料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7,758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该公司 60%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9,642.91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11,797.24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7,845.67 万

元人民币，2009 年度净利润-114.96 万元人民币。 

三三三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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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期限为自

2009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在该期限内授权董

事长签署担保文件。 

四四四四、、、、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或参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子公司的

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后，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风险，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

的能力，因此同意对上述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 

五五五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09 年末包括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62,395

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六六六、、、、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三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