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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1-03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荆门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2021 年荆中银高保字 001 号），公司为中行荆门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
司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
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3,500 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120 亿元的担保，其中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 4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16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36）、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及《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12,813.16 万元，
均为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 5 月 15 日召

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荆门东方雨虹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仍为 40,000 万元。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
保金额为 3,5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6,5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8 年 1 月 12 日；
3、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荆东大道 359 号(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4、法定代表人：许朝晖；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
其他相关建筑材料(以上均不含危险品)、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
及技术服务接防水、防腐保温施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房屋租赁；
溶剂型沥青涂料（主要成份含二甲苯、溶剂油）、薄涂型改性聚氨酯防水漆(主
要成份含二甲苯、醋酸丁酯)、环氧树脂封闭漆(主要成份含二甲苯、正丁醇)、
TPO 胶粘剂(主要成份含二甲苯、丙酮、甲苯)、丙烯酸酯类基层处理剂(主要成
份含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烯酸硅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酯、
原乙酸三甲酯、HCL 气体的甲醇溶液)、二甲苯、溶剂油、醋酸丁酯、正丁醇、
丙酮、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烯酸硅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
正丁酯、原乙酸三甲酯 HCL 气体、甲醇批发(票面)。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420,278,826.46 元，负债
总额 356,975,679.89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63,303,146.57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725,566.33 元，利润总额-4,081,503.10 元，净
利润-2,840,831.25 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390,970,444.84 元，负债
总额 307,603,493.4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83,366,951.39

元，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8,486,372.45 元，利润总额 25,651,786.03
元，净利润 19,238,839.52 元（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荆门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5 级。
9、荆门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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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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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在本合同“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
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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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
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荆门东方雨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其 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荆门
东方雨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41,564.86 万元，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3,854.8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74%，占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1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
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1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0.79%，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4%。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145,064.8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89%，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08%。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37,354.8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10%，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11.4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7,710 万元,占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79%，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行荆门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