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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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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分别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电力”）、河南四

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集团”）、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阳高晶”） 

 本次公司拟分别为中孚电力提供担保额度 1.85 亿元、为四建集团提供担保额

度 5,000 万元、为安阳高晶提供担保额度 3,00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中孚电力累计担保实际金额为 20.31 亿元、对四建集团累计担保实际金额

为 5,000 万元、对安阳高晶累计担保实际金额为 2.36 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66.19 亿元；本公司无逾期对

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 1.85 亿元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

请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

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担保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住    所：巩义市站街镇东岭（豫联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钱宇 



注册资本：23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涉及审批或许可的，取得审

批或许可后方可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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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电力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孚电力资产总

额为 565,469.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0,793.22 万元，净资产为 244,675.80 万元；

2017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82,312.53 万元，净利润为 6,092.86 万元。（以上数

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孚电力资产总额为 536,273.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6,160.66 万元，净资产为 240,112.83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30,849.26

万元，净利润为-4,562.9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开封市宋门关大街 36 号 

法人代表：黄思亚 

注册资本：331,138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消

防设施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水利工程、古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园林工程、景观工程、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管道工程、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涵洞工程、环保工程、特种专业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设计，

工程造价咨询，建筑机械设备及建材租赁，不动产租赁，建筑业人员资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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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集团为本公司的互保单位，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建集团资产总额为 303,172.26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13,011.51 万元，净资产为 190,160.76 万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66,824.21 万元，净利润为 14,470.9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 

住    所：横水凤宝台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管存拴 



注册资本：47,886.9127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合金棒、铝合金锭、铝板带箔等铝材产品；摩托车、

电瓶车、汽车轮毂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相关产品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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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高晶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安阳高晶资产总

额为 149,538.1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8,760.29 万元，净资产为 50,777.82 万元；2017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15,855.86 万元，净利润为 1,607.90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安阳高晶资产总额为 197,326.9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6,981.42 万元，净资产为 50,345.49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56,676.28

万元，净利润为-432.3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 1.85 亿元融资额

度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拟为中孚电力在以下金融机构申请的 1.85 亿元融资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其中 1、在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的 1.25 亿元融资额度，担保期

限为 2 年；2、在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6,000 万元融资额度，担保

期限 3 年，以上两笔担保均为到期续保额度，融资均主要用于补充中孚电力流动

资金。 

（二）公司拟为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申请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拟为四建集团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的 5,000万元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为到期续保额度。四建集团拟对

公司提供反担保。资金用途为补充四建集团流动资金。 

（三）公司拟为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拟为安阳高晶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 3,0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笔担保为到期续保额度，担保期限 3 年，融资主要

用于补充安阳高晶流动资金。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拟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 1.85 亿元融资额

度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被担保人目前经营和资

信状况平稳，为其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同意公司为中孚电力在上述金融机

构申请的 1.85 亿元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公司拟为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申请的 5,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和

资信状况较好，且拟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同意公司为四建集团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的 5,000万元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为安阳高晶铝材有限公司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安阳高晶目前经营状况

和资信状况良好，此次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同意公司为安阳高晶

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五、本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01.07 亿元，实际担保总额为

66.19 亿元，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123.58%，

其中：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53.30 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99.51%；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

公司实际担保总额 12.89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24.07%。若本次会议审议担保事项全部通过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将达 101.0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8.67%。本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中孚实业为四建集团、中孚电力及安阳高晶提供担保，有利于上述公司的资



金筹措和业务发展。 

公司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比例较高，公司应当做

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建集团为中孚实业为其提供的担保拟提供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但在商业实质上，其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对公司来说，是否具有实质性的保

障作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九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

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

可实施。保荐机构同意中孚实业为四建集团、中孚电力及安阳高晶提供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财务报表； 

4、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