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2-079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系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鄞州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波远大）、控股子公司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生水）、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7.1 亿元。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远大生水向中国银行鄞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1 亿元。
2、宁波远大向中国银行鄞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3 亿元。
3、远大能化向中国银行鄞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4.7 亿元。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17 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
九次会议、2021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时对其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1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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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在上述的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2022 年度已

本次担保前

本次使用

本次担保后

审议担保预

2022 年度已

2022 年度

2022 年度可

计额度

用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用担保额度

以前年度担

本次担保后

保余额

担保余额

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

14.496

3.996

1.1

9.4

0

5.096

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465

2.0875

1.3

2.0775

0

3.3875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36.28

18.746

4.7

12.834

5.95

29.396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
远大生水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673 号西楼 317 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斌。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实业投资；投资
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金属材料、冶金炉料、矿产品、化工产品、橡胶制品、
金银及饰品初级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按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项目
经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从事经营活动)；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再生资源销售。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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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生水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持有其 90%股权，许斌持有其 10%股权。
远大生水 2021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1,992,828 万元，利润总额 10,254
万元，净利润 7,687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5,634 万元，负债总
额 25,54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4,846 万元），净资
产 60,093 万元。远大生水 2022 年 1 至 3 月实现销售收入 121,932 万元，利润总
额 2,258 万元，净利润 1,694 万元；2022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1,349 万元，
负债总额 14,56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563 万元），
净资产 56,787 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生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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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远大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7 日，注册地点为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 1229
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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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产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
料制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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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大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90%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其 10%股权。
宁波远大 2021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733,070 万元，利润总额 4,102 万
元，净利润 3,069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0,973 万元，负债总额
29,78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7,946 万元），净资产
21,193 万元。宁波远大 2022 年 1 至 3 月实现销售收入 133,606 万元，利润总额
1,088 万元，净利润 816 万元；2022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0,415 万元、负债
总额 38,40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8,406 万元）、净
资产 22,009 万元，无或有事项。
宁波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远大能化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永
丰路 128 号 26 幢 105-2 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
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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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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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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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
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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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70%股权，许朝阳持有其 23%股权，蔡华杰持有其 6.5%
股权，朱利芳持有其 0.5%股权。
远大能化 2021 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3,670,955 万元，利润总额 18,195
万元，净利润 13,554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69,967 万元，负债
总额 129,96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91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3,798 万
元）
，净资产 40,007 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能化 2022 年 1 至 3 月实现销售收
入 845,768 万元，利润总额 8,656 万元，净利润 6,492 万元；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4,731 万元，负债总额 198,23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4,391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198,232 万元），净资产 46,499 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
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金额
3.1 为远大生水向中国银行鄞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次担保
的金额为不超过 1.1 亿元。
3.2 为宁波远大向中国银行鄞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次担保
的金额为不超过 1.3 亿元。
3.3 为远大能化向中国银行鄞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次担保
的金额为不超过 4.7 亿元。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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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
好，具备偿还能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上述子公司的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
控制权，能够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
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子公司远大生水、远大能化
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生水、远大能化的少数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1,013,036.96 万元（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725,220.00 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担保余额 287,816.96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51.65%。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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