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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兰石重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

兰州兰石换热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换热公司”）、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工公司”）、新疆兰石重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公司”）、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石化”）。 

● 本次担保金额： 

2019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45,500.00 万元，其中： 

1、对青岛公司担保不超过 83,000.00 万元。 

2、对换热公司担保不超过 38,500.00 万元。 

3、对重工公司担保不超过 17,000.00 万元。 

4、对新疆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0 万元。 

5、对瑞泽石化担保不超过 5,000.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1 月 16 日公司三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

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公司、换热公司、兰

石重工及控股子公司新疆公司、瑞泽石化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

合授信合计 145,500.00 万元，本公司拟为青岛公司、换热公司、重工公司、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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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瑞泽石化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担保情况见下表： 

子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拟提供担保额度 

/万元 

青岛兰石重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青岛分行 8,000.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10,000.00 

民生银行青岛金水路支行 20,000.00 

光大银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5,000.00 

兴业银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000.00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8,000.00 

浙商银行青岛分行 20,000.00 

小计 83,000.00 

兰州兰石换热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招行兰州新区支行 3,000.00 

工商银行七里河支行 3,000.00 

交行敦煌路支行 6,500.00 

中国银行敦煌南路支行 6,000.00 

浙商银行兰州分行 5,000.00 

光大银行兰州分行 10,000.00 

浦发银行美林支行       5,000.00 

小计 38,500.00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兰州新区支行 2,000.00 

中信银行兰州分行 2,000.00 

浙商银行兰州分行 3,000.00 

光大银行兰州分行 10,000.00 

 小计 17,000.00 

新疆兰石重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哈密地区分行 2,000.00 

小计 2,000.00 

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 3,000.00 

中国银行洛阳自贸区支行 2,000.00 

小计 5,000.00 

合计 145,5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青岛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璞临，注册地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北路 601 号，经营范围：A1 级、A2 级固



定式高压容器（品种：第三类压力容器，高压容器限单层）制造（具体经营范围、

有效期以《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为准）；压力容器、储罐、热交换器的制造（核

安全级别 2、3 级）（具体经营范围、有效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安全设备

制造许可证》为准）。炼油化工设备、通用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经营

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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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青岛公司 100%的股权。 

截止到 2018 年 9 月 30 日，青岛公司资产总额：161,871.89 万元，资产净额：

41,516.84 万元，营业收入：33,479.00 万元，净利润：-1,456.60 万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2、换热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12 日，注册资本 8,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张璞临，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0 号，经营范围：各

种换热设备系列的设计、制造、安装、咨询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换热设备的

成套及环保设备设计、生产、安装；第Ⅲ类低、中压容器的设计、制造；土建施

工；钢结构制造与安装；管道安装。公司持有换热公司 100%的股权。 

截止到 2018 年 9 月 30 日，换热公司资产总额：87,685.63 万元，资产净额：

19,370.53 万元，营业收入：17,447.47 万元，净利润：-451.53 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3、重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17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冯西平，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12 号，公

司经营范围：机电液一体化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调试、施工

及其成套与服务；人防设备、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防护

密闭设备、五金门窗、消防设施设备、人防通风设备、阀门、电控门、防电磁脉

冲门、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的生产、销售及安装；自动化物流仓储系统及

设备、自动化立体停车系统及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调试、售后及技

术服务；各类专用车、特种车的销售；设备租赁；工程总承包；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公司持有兰石重工 100%

的股权。 

截止到 2018 年 9 月 30 日，兰石重工资产总额：77,951.94 万元，资产净额：

17,778.91 万元，营业收入：14,442.03 万元，净利润：-377.44 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4、新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法定代表人：张璞临，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公司住所：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工业园区；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炼油、化工、煤化工、核电所需的装备及工程的设计、制造、安装与

成套服务；钻采及新能源装备及工程的设计、制造；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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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新疆公司

71.67%的股权。  

截止到 2018 年 9 月 30 日，新疆公司资产总额：57,234.89 万元，资产净额：

13,810.99 万元，营业收入 15,421.38 万元，净利润：-377.35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

审计）。 

5、瑞泽石化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 日，法定代表人：马晓，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公司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河洛路 215 号；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石化工程总承包（凭

有效资质证经营）及石化行业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开发；石化新技术

及石化新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应用及销售；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公司持有瑞泽石化 51%的股权。 

截止到 2018 年 9 月 30 日，瑞泽石化资产总额：30,947.32 万元，资产净额：

21,649.45 万元，营业收入 9,405.61 万元，净利润：3,851.69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

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青岛公司、换热公司、重工公司、新疆公司、瑞泽石化，资

信状况较好，公司可以有效的控制担保产生的风险，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以上四家

子公司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满足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是

充分、合理的。  

2、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允性原则，公司对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

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三届四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该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担保 

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批程序 

2019 年 1 月 16 日，公司三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

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62,000.00 万元

人民币（不含此次担保），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8.87%；其中为子

公司担保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09%；为控

股股东担保人民币 42,000.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8%。

无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三届四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 2018 年 9 月份财务报表；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独立董事关于三届四十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