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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23 公司简称：华谊集团
900909 华谊 B股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谊集团 600623 双钱股份、轮胎橡胶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谊 B股 900909 双钱 B股、轮胎 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锦淮 袁定华

电话 021-23530152 021-2353015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德路 809号 上海市常德路 809号

电子信箱 wangjinhuai@shhuayi.com yuandinghua@shhuayi.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8,982,048,021.49 45,592,772,067.97 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14,184,997.01 18,592,066,704.25 7.6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057,772,775.68 12,846,188,340.23 5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6,969,442.38 -89,482,821.7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10,841,876.05 -50,232,166.0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235,578.02 -101,270,421.0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0.49 增加 8.48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04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1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2.01 894,949,825 0 无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2 430,778,196 0 无

易方达基金－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
司－易方达基金光禾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2.00 42,607,600 0 未知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29,230,769 0 无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平安大华
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30 27,628,571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供给
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2 23,882,439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31 6,522,829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30 6,443,513 0 未知

吕立芬 未知 0.26 5,520,400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21 4,479,73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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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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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常达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高管人员变动及聘任高管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21-02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高管人员变动及聘任高管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21-023）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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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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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20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5名，实到 5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5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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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人员变动及聘任高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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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常达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常达光先生因到龄退休不再担任财务总监职务。 常达光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对常达光先生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总裁王霞女士提名，聘任徐力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对于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届十一次董事会

聘任徐力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任职人员符合任职条件，无异议。
公司财务总监常达光先生因到龄退休不再担任财务总监职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简历：
徐力珩，男，1976年 10月出生，大学学历，审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海华谊（集团）公司监察审计

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总经理等职。 现任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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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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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八号———化工》要求，现将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 1-6月
生产量

2021年 1-6月
销售量

2021年 1-6月
销售金额（元）

甲醇（吨） 766,903.00 426,977.26 939,635,594.16

醋酸（吨） 627,303.00 599,710.70 3,136,984,108.72

工业气体（千立方米） 546,491.22 546,491.22 667,044,250.70

丙烯酸及酯（吨） 373,028.97 234,566.95 2,816,968,876.04

涂料及树脂（吨） 22,855.56 23,421.51 503,054,136.43

轮胎（条） 7,418,875.00 7,492,761.00 4,799,321,983.92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情况

主要产品 单位 2021年 1-6月
平均售价

甲醇 元/吨 2,200.67

醋酸 元/吨 5,230.83

工业气体 元/千立方米 1,220.59

丙烯酸及酯 元/吨 12,009.23

涂料及树脂 元/吨 21,478.30

轮胎 元/条 640.53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料 单位 2021年 1-6月
价格变动情况

化工煤 元/吨 786-1052

动力煤 元/吨 575-863

邻苯 元/吨 4367-6078

乙醇 元/吨 6061-6521

天然胶 元/吨 10321-13150

合成胶 元/吨 9994-12920

丙烯 元/吨 6412-7560

丁醇 元/吨 7613-13138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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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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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于 2021年 8月 10日发出通知，2021年 8月 20
日在福州市五一北路 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16 层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 11人，实际与会董事 11 人，公司 5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张小强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8月 24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福建省青山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披露相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同意公司为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及农业银行前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各 2,000
万元（共计 4,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 2年。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8月 24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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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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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
知，2021年 8月 20日在福州市五一北路 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16 层公司福州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加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5人，实际与会监事 5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鸣峰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运作规范，决策程序合法，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董事会认真执行

了股东大会的决议。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及其他相关通知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客观、
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在半年度报告披露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披露相关情况。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管理等规定，其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公司为深圳

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及农业银行前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各 2,000 万元
（共计 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旨在解决该公司正
常运营所需的银行融资业务需要，该公司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 本次为该公司担保事
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对外担保制度》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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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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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授

信人民币 4,000万元提供担保，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5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子公司担保 5,500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

额为 4,250万元，无其他对外担保情形。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1年 8月 20日，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九届十五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
同意公司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及农业银行前海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各 2,000万元（共计 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 2年。

2、公司董事会全票通过本次担保事项相关议案，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3、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 B座 809-811房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新利
经营范围：光电器件、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器材、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不含限制

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34,261.22
总负债 6,951.41
其中：借款总额 2,425.00
净资产 27,309.81
项目 2020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391.89
净利润 1,423.03

与上市公司关系：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为 65.1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借款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保证人）：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类型：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数额：人民币 4,000万元整
担保期限：自“借款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２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深圳市恒

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目前该控股子公司经营正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同
意此次担保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旨在解决控股子

公司为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银行融资业务需要，该控股子公司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对外担保制
度》等有关规定。 经审核，公司为子公司担保行为决策程序符合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杨守杰先生、曲凯先生、阙友雄先生、何娟女士)对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符合其为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银行融资业务实际需要。
2、经审核，公司此次担保对象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具有偿

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
3、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公司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之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0 万元，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5,500万元，报告期至本公告日实际发生额为 4,5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4,250 万元，担保余额占本公司
净资产的 1.10%。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4、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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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山纸业 6001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潘其星
电话 0591-83367773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一北路 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16层
电子信箱 pqx415@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428,301,953.78 5,492,871,963.47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78,337,837.98 3,630,645,780.08 -1.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422,904,409.35 1,073,253,682.65 3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954,241.17 -14,219,83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8,659,616.91 -46,063,87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30,926.31 -150,082,97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0.40 增加 3.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6 -0.0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6 -0.006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0,0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56 220,338,982 0 无 0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8.40 193,673,889 0 无 0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29 168,085,013 0 无 0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
建投基金定增 10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5.73 132,203,389 0 无 0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1 53,204,102 0 无 0

寿稚岗 境内自然人 0.75 17,300,000 0 无 0

寿刚 境内自然人 0.44 10,146,035 0 无 0

范睿 境内自然人 0.39 9,000,000 0 无 0

季跃平 境内自然人 0.37 8,602,280 0 无 0

王佐臣 境内自然人 0.30 6,994,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第二、三、五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即福建省盐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福建省轻纺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另第一大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与第二大股东福建省轻纺 (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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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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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本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根据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省青

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79号)文件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7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 2.95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2,099,999,994.75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51,761,927.45 元，已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全部到位，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6)验字 D-00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存情况
2021年半年度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0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扣除银行

手续费、税金等的净额为 2,623.42万元；累计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52,760.47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税金等的净额为 23,943.78万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76,359.50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税金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76,359.50 万元,扣除利用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银行

理财、 结构性存款等现金管理产品共计 152,000.00万元和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1,646.96 万元后,
募集资金专户中实际余额为 2,712.5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仓山支行 351008050018010071239 585,662.13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 77360188000174916 1,816.05 活期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35101560029880910000 10,837.56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县青州支行 416971991627 5,050,362.78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县青州支行 1404049429601001086 21,476,710.20 活期
合计 27,125,388.7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后附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九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并经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
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授权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不超过 17.36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单笔现金管理的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15.20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发行主体 投资金额 产品期限

1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1年第 045期 I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沙县支行 20,000.00 2021.3.1-2021.9.1

2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鼓楼支行 13,000.00 2021.5.26-2021.8.26

3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1年第 149期 L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沙县支行 10,000.00 2021.5.28-2021.11.10

4
“汇利丰”2021 年第 514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沙县支行 12,000.00 2021.5.28-2021.11.10

5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明分行 12,000.00 2021.5.27-2021.9.1

6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鼓楼支行 12,000.00 2021.5.18-2021.8.18

7
“汇利丰”2021 年第 5046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沙县支行 13,000.00 2021.5.19-2021.11.8

8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青
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单
位结构性存款 2021 年第
2期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沙县支行 31,000.00 2021.6.3-2021.9.3

9
2021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制第六期产
品 16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12,000.00 2021.6.2-2021.9.2

10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明分行 5,000.00 2021.6.3-2021.9.2

11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五一支行 12,000.00 2021.6.2-2021.9.2

合计 152,000.0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3日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5,176.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760.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定
可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 益
(注 1)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 注
2)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50
万吨
食品
包装
原纸
技改
工程

否 165,176.1
9

165,176.1
9

本
期
未
做
承
诺

— 12,760.47 — — — -
369.01

不适
用 是

补充
流动
资金

否 40,000.00 40,000.00 — — 40,000.00 — — —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05,176.1
9

205,176.1
9 — — 52,760.47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年产 50 万吨食品包装原纸技改工程(募集资金运用项目)，原计划总
投资 219,677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65,176.19 万元。 其中项目一期工程
3#纸机技改已投入第一阶段改造， 即 3#纸机先行完成了年产 13 万吨高
档包装原纸(食品和非食品包装)生产线改造，具备过渡期生产同规模非食
品包装原纸生产能力，工程已先期交付使用，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760.47
万元。 受政策导向、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截至报告期末，
该募投项目余下工程未投入实施，募集资金闲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目前, 公司正在组织研究调整年产 50万吨食品包装原纸技改工程项目的
建设内容或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并相应制订优化方案，以确保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实现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年 9月 30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 50万吨食品包装原纸技改工程”的金额为人币 3,480.20万元。 公司
于 2017年 3月 17日召开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80.2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本次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 公司计划将闲置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3 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
期后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至 2018年 11月 15日，
公司已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度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计划继续将闲置募集资
金中不超过 3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已归还上述募集资
金。
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度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计划继续将闲置募集资
金中不超过 3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已归还上述募集资
金。
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度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计划继续将闲置募集资
金中不超过 3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已从募集专户中转
出 21,646.96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理财
产品情况

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
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于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不
超过 1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笔现金管理的产品期
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已归还上述募集资
金。
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拟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
提下，授权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不超过 13.30 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单笔现金管理的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内， 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截止至
2019年 11月 15日，公司已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拟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
提下，授权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不超过 13.80 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单笔现金管理的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内， 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截止至
2020年 11月 15日，公司已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拟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
提下，授权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不超过 17.36 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单笔现金管理的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内， 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截止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已从募集专户中转出 15.20亿元用于购买现金管
理的产品。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投项目一期第一阶段，即 3# 纸机年产 13 万吨高档包装原纸(食品和非食品包装)生产线
改造，已于 2016年末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2021年半年度销售 3#纸机产品实现效益-369.01万元。

注 2：由于目前募投项目仅完成一期第一阶段，整体项目尚未完成，暂时不适用判断募投项目是
否达到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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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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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公司于 2021年 8月 20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材料

通过电子邮件、书面呈报等方式送达。
（三）公司于 2021年 8月 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 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11人。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为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逸发展”，其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炎供热”，其为华逸发展控股子公司）为补充流动
资金，购买原材料，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主要情况如下：

华逸发展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1,000 万
元，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化利率 4.00%，按季付息，借款到期时结清剩余本息。公司
为华逸发展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逸发展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炎供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1,000 万
元，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化利率 4.00%，按季付息，借款到期时结清剩余本息。公司
为广炎供热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炎供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1,0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化利率 3.85%，按季付息，借款到期时结清剩余本息，公司、华
逸发展为广炎供热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华逸发展提供反担
保。

董事会认为，本次华逸发展、广炎供热借款是为满足其正常经营业务需要，有利于实现良性发
展，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意上述借款事项。 本次担保各方均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
力，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反担保可以保障公司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担保
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24）。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与反担保，是满足下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
需要，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上述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融资及担保计划的议案》，授权董事
会决定公司（包括华逸发展、广炎供热）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 1.4 亿元，并为融资提
供额度不超过 1.4亿元的担保事项。 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详见公司临 2021-006、 临 2021-012 号公告）。 本次融资及担保金额在
2021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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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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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 担保人名称：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4,000 万元，已

实际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6,500万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的反担保： 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为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

保；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为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提
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1 年 8 月 23 日，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廊坊市华逸发展智

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逸发展”，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广炎供热”，其为华逸发展控股子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
款，签订了相关协议。 主要情况如下：

华逸发展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1,000 万
元，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化利率 4.00%，按季付息，借款到期时结清剩余本息。公司
为华逸发展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逸发展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炎供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1,000 万
元，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化利率 4.00%，按季付息，借款到期时结清剩余本息。公司
为广炎供热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炎供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1,0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借款固定利率为年化利率 3.85%，按季付息，借款到期时结清剩余本息，公司、华
逸发展为广炎供热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华逸发展提供反担
保。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融资及担保计划的议案》，授权董事

会决定公司（包括华逸发展、广炎供热）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 1.4 亿元，并为融资提
供额度不超过 1.4亿元的担保事项。 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详见公司临 2021-006、 临 2021-012 号公告）。 本次融资及担保金额在
2021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范围内，并经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4000万元

3.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河北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巍道南侧，龙美路东侧（安次区码
头镇大郑庄村）

4.法定代表人：赵俊慧
5.经营范围：热力、燃气的生产和供应；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热能机械设备的销售、安装、维修服务；供热、燃气设施的建设、安装、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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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480 62%

华逸优能科技有限公司 1080 27%

石河子市高山昆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0 11%

合 计 4000 100%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华逸发展资产总额 51924.89 万元、负债总额 37981.04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 2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5647.11 万元)、资产净额 13943.85 万元、营业收入 19630.85
万元、净利润 3867.01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华逸发展资产总额 46686.51 万元、负债总额 32072.20 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 2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635.63 万元)、资产净额 14614.31 万元、营业收入 7190.31 万
元、净利润 670.46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1020万元
3.住所：廊坊市广阳区建设路与广阳道交口南 50米（建设路供热站院内）
4.法定代表人：赵俊慧
5.经营范围：集中供热（有效期以行业部门批准日期为准）；房屋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安装、维修服务；供暖设备、管道安装、
维修；水暖部件、建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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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561 55.00%

廊坊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 19.61%

天津广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9 15.59%

锐鑫智（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9.80%

合 计 1020 100%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炎供热资产总额 42198.65 万元、负债总额 31260.81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 25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964.57 万元)、资产净额 10937.84 万元、营业收入 17101.45
万元、净利润 3127.13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广炎供热资产总额 37116.01 万元、负债总额 25309.29 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 2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029.78万元)、资产净额 11806.72 万元、营业收入 7155.69 万元、
净利润 868.74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华逸发展 62%股份，为其控股股东；华逸发展持有广炎供热 55%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华逸发展申请光大廊坊分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费用。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为广炎供热申请光大廊坊分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费用。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为广炎供热申请中行廊坊分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
期间为主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华逸发展为广炎供热申请中行廊坊分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华逸发展、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担保债权及实现担保债权的
全部费用，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对华逸发展的担保债权及实现担保债权的全
部费用，向华逸发展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华逸发展、广炎供热借款是为满足其正常经营业务需要，有利于实现良性发展，

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意上述借款事项。 本次担保各方均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
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反担保可以保障公司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与反担保，是满足下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
要，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上述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500 万元（含本次），占公司 2020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8.58%，皆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无对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