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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2-0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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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公告担保额度的公告担保额度的公告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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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担保额度    

(折算成人民币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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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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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一年 

6 本公司 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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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 二年 

9 本公司 宝利佳有限公司 20,000 一年 

10 本公司 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11 本公司 
浙江龙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80,000 一年 

12 
杭州龙山化

工有限公司 

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系龙山化工参股 15%的子公司) 
10,000 三年 

13 本公司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14 本公司 四川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15 本公司 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3,000 一年 

16 本公司 江苏长龙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一年 

17 本公司 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3,000 五年 

18 本公司 浙江德司达贸易有限公司 40,000 一年 

19 本公司 浙江恒盛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5,000 一年 

20 本公司 宁波佳盛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一年 

21 本公司 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 15,000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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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公司 新疆吉龙天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一年 

23 
桦盛有限 

公司 

LONSEN KIRI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龙盛KIRI化工工业有限公司） 
10,000 一年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621,000621,000621,00062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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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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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亿元

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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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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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64,450 万元、

净资产 32,397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907 万元，净利润 6,114 万元。 

2、上虞市金冠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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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76,693 万元、净资产 32,948 万

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9,692 万元，净利润 5,342 万元。 

3、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三

路 15 号，法定代表人贡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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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09,404 万元、

净资产 71,693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664 万元，净利润 7,557 万元。 

4、上虞新晟化工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上虞市精细化工园区，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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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3,942 万元、净资产 

9,404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955 万元，净利润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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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注册资本 242 万美元，公司

持有该公司 99.75%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47,905 万元、净资产 17,357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003 万元，净利润 5,616 万元。 

6、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

代表人阮伟祥，经营范围分散染料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2,850 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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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99.47%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49,597 万元、净

资产 85,056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2,745 万元，净利润 26,946 万元。 

7、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三路

1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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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0%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0,798 万元、

净资产 7,781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907 万元，净利润-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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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59,387 万元人民币、净

资产 145,169 万元人民币，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8,715 万元人民币，净利

润 28,243 万元人民币。 

9、宝利佳有限公司(香港)：注册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18-24 号美顺工

业大厦 7 楼 C 室，法定代表人徐亚林，经营范围投资和贸易，注册资本 1 万港币，

公司持有该公司 99%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54,684 万元人民币、净资

产 20,312 万元人民币，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614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2,388 万元人民币。 

10、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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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8,410 万元、净资产 21,697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824 万元，净利润 3,234 万元。 

11、浙江龙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

座 1 幢 1 单元 1103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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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16,617

万元、净资产 27,658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5,839 万元，净利润 1,165

万元。 

12、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伟明，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蒸汽、灰渣综合利用，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子公司杭州龙山化工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5%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

总额 52306.79 万元、净资产 18424.18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151.17

万元，净利润 398.31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本数据由龙化马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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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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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71,552 万元、净

资产 17,713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642 万元，净利润 5,712 万元。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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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62,892 万元、净资

产 13,476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288 万元，净利润 2,274 万元。 

15、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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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50,110 万元、

净资产 44,131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4,901 万元，净利润 9,604 万元。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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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3,488 万元、

净资产 11,507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665 元，净利润 462 万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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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4,554.32 万元、净资

产 9,803.23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4,617.86 万元，净利润-759.05 万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18、浙江德司达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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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万

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8,627 万元、净资产

5,266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940 万元，净利润-371 万元。 

19、浙江恒盛生态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三

路 1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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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0,926

万元、净资产 7,207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910 万元，净利润 1,5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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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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7,479  

万元、净资产 9,222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819 万元，净利润 2,380

万元。 

21、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三路 2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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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该公司 85.65%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0,060 万

元、净资产 12,248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601 万元，净利润 4,201

万元。 

22、新疆吉龙天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

启航路南，纵一路西，法定代表人金瑞浩，经营范围混凝土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等，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48.10%股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

额 9,031 万元、净资产 7,927 万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24 万元，净利

润-73 万元。 

23、LONSEN KIRI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龙盛 KIRI 化工工业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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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7.62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该公司 60%股

权，201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5,384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17,611 万元人民币，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371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115 万元人民币。 

注：上述数据中净资产、净利润都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以美元计价的

公司，2011 年资产按年末 6.3009 人民币元/美元折算，收入、利润按平均汇率

6.4618 人民币元/美元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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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期限是指

银行贷款发生之日起计算，在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前授权公司董事长

签署具体的担保合同等文件。 

四四四四、、、、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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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议案的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将提交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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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末公司担保总额为 321,856.47 万元（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288,940.80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末净资产的 4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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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