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300198

证券简称：纳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1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
满足 2021 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所需，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37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贸易融资、
委托贷款、保函、票据开立与贴现、保理、投行等表外业务等，具体授信品种由
公司与授信银行协商，不必另行经董事会同意或批准），该授信额度包括了上一
年度未用授信额度余额。根据综合授信的实际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370,000 万元，其中：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担保额度（万元）

1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120,000

2

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3

长泰县纳川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

4

上海纳川核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0,000

5

福建万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6

福建纳川管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40,000

7

泉州洛江纳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5,000

8

泉州市泉港绿川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

9

龙岩市永定区纳川路桥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

10

泉州市泉港中建川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

11

武汉纳川管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2

江苏纳川管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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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四川纳川管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4

福建纳川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合计

370,000

担保方式:拟采用信用、资产抵押、质押、保证担保等担保方式。
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情况将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情况而定，由公司或子公司对其他全资子公司或公司提供担保。上述担保行为有
利于公司及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同意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并由董事长授权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各
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二、除公司外其他担保方及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3 月 6 日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100 号怡山商业中心（厦门财富中心）18 层 05-06
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志江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
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建材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贸易
代理；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其他
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谷物仓储；棉花仓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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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仓储；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服装批发；纺织品、针
织品及原料批发。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纳川贸易 100%股权。
经营状况：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98,189,593.95
86,196,955.87
311,992,638.08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2020 年 1-12 月

净利润

5,151,366.34

521,257,115.44

2、福建纳川管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1 月 02 日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肖仁建
注册资本：32674.77587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管道材料研发与销售；管道及生产销售；管道设备研发与销售；
树脂混凝土排水管、排水沟及相应配套的研发、生产、销售；钢管塑料防腐处理
及塑料防腐钢管成品销售；塑料原料、机电设备销售；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管道产品及给排水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管道安装（不含特种设备）；提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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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纳川管业 100%股权。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90,213,595.87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4,230,059.72
414,016,463.85

2020 年 1-12 月
364,700,241.18
24,062,3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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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建万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区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 4 号楼 1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志江
注册资本： 15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汽车混合动力总成、纯电
动总成及汽车配件、机电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工程机械
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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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福建万润 100%股权。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5,176,021.18

364,855,044.94
319,679,023.76

2020 年 1-12 月
13,012,096.97
-1,219,083.89

4、长泰县纳川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武安镇官山工业区海投（长泰）科创中心 7 层
09 室
法定代表人：林惠霞
注册资本：5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污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勘察设计、建设、运
营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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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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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长泰纳川 100%股权。
经营状况：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12,005,089.21
50,293,210.79

总负债

261,711,878.42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1-12 月
0.00
511,620.89

5、上海纳川核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29 日
住所：浦东新区泥城镇飞渡路 999 号 1-5 幢
法定代表人: 肖仁建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新材料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新型管材、核电 HDPE 管材、核电 HDPE 材料、核电包装容器研发与销售，
管道安装，塑料原料、机电设备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核电专用
HDPE 管、给水、燃气输送用聚乙烯管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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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上海纳川 70 %股权。（其他股东：自然人股东王翎持
有 3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81,189,750.28

184,667,365.21
3,477,614.93

2020 年 1-12 月
43,953,036.16
-3,780,694.69

6、泉州洛江纳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尚东国际 C#1007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法定代表人：林惠霞
注册资本：9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管道工程建筑；管道和设备安装；河湖
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水污染治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市政
设施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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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洛江纳川 99.99%股权，（其他股东：福建新铭豪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0.01%）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62,998,304.15

净资产

41,990,026.92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21,008,277.23

2020 年 1-12 月
0.00
-543,650.36

7、泉州市泉港绿川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12 月 18 日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高新材料开发区驿峰西路前黄段
法定代表人：赵亚强
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租赁、销售及运营服务；商用车通勤、旅游运营服务；
汽车及汽车配件、用品销售；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投资、服务及经营；汽车
互联网运营；车载电子设备及信息网络平台的销售及经营；汽车修理，汽车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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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泉港绿川 80%股权。（其他股东：泉州市泉港区大众公
交有限公司持有 20%）。
经营状况：
财务指标
总资产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1,271,779.06

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净资产

13,483,155.30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47,788,623.76

2020 年 1-12 月

净利润

1,892,026.00

1,317,231.29

8、龙岩市永定区纳川路桥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凤城街道沿河西路 1 号建行办公楼 3 楼
法定代表人：陈毓平
注册资本：5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建筑业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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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永定路桥 94.99%股权。（其他股东：福建客家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5%，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 0.01%）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44,977,157.06

2020 年 1-12 月

净利润

2,865,076.71

99,673,009.35
54,695,852.29

0.00

9、泉州市泉港中建川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4 月 11 日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前黄镇普安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刘玉林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泉港区北部城区防洪排涝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维护一体化服务。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泉港中建川 79.98%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基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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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永定纳川 0.01%股权。（泉州市泉港石化工业区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持有 20%，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 0.01%。）。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279,299,405.14

2020 年 1-12 月

净利润

-42,444.74

403,958,322.06
124,658,916.92

268,587.02

10、武汉纳川管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8 日
注册地点：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鹏程大道 111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肖仁建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塑料管道生产销售；钢管塑料防腐处理及塑料防腐钢管成品销售；
塑料原料、机电设备销售；管道材料研发和销售、管道安装。（上述经营范围中
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公司关系：武汉纳川为纳川管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武汉纳川 100%
股权。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总负债

122,692,957.79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1-12 月

218,935,934.95

96,242,977.16

53,255,163.38
923,588.02

11、江苏纳川管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08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江苏泗阳经济开发区桂林路南侧、金鸡湖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姓名：肖仁建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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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塑料管道生产、销售；钢管塑料防腐处理及塑料防腐钢管成品销
售；塑料原料、机电设备销售；管道材料研发与销售；管道设备研发与销售；管
道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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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江苏纳川为纳川管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江苏纳川 100%
股权。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1-12 月

264,492,626.47
31,093,420.71
233,399,205.76

42,690,986.85
1,430,069.08

12、四川纳川管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4 日
注册地点：绵阳市安州区创业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姓名：肖仁建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塑料管道生产、销售；钢管塑料防腐处理及塑料防腐钢管成品销
售；连续缠绕玻璃纤维增强管生产销售；聚酯树脂混凝土管、预铸聚酯树脂混凝
土排水沟销售；塑料原料、机电设备销售；管道材料研发与销售；管道设备研发
与销售；管道安装（不含特种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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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系：四川纳川为纳川管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四川纳川 100%
股权。
经营状况：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73,382,554.87
24,001,7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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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49,380,763.21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2020 年 1-12 月

净利润

-1,318,371.25

3,206,101.91

13、福建纳川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03 月 06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前黄镇前烧村驿峰西路 951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陈小斌
注册资本：4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资源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环境质量检
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市政设施管理；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生态
环境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保咨
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基础地质勘查；工程管理服
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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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
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消防设施工程施
工；测绘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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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纳川水务 100%股权。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总负债

21,287,495.05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2020 年 1-12 月

净利润

2,835,495.05

45,063,840.93

23,776,345.88

43,962,403.00

上述拟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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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且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业务和债务及担保风险均可控，为便于银行审
批业务办理，未要求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额度根据银行单笔授信
情况而定。具体情况如下：
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贸易”）提供总额不
超过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最高额度保证；
为全资子公司长泰纳川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纳川”）提
供申请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纳川核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纳川”）
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万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万润”）提供
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管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纳川管业”）提
供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泉州洛江纳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江纳川”）提
供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泉州市泉港绿川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港绿
川”）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龙岩市永定区纳川路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定路桥”）
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泉州市泉港中建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港中建川”）
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武汉纳川管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纳川”）提供总额不
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江苏纳川管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纳川”）提供总额不
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纳川管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纳川”）提供总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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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水务”）提供总额不
超过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同 时 ， 公 司 各 子公 司 为 公司 向 银 行 申请 银 行 各 类融 资 提 供 总额 不 超 过
1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各子公司更好地利用信贷资金，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股东获取
利润，公司及各子公司拟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担保行为有助于解决各子
公司的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通
过了该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担保行为有助于解决各子公司的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等担保内容及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
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报告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开具
信用证 5,270.77 万元、供应链融资 1,000.00 万元、流动贷款 9,000.00 万元，
共计 15,270.77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纳川核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其中固定资产项目贷款 1,122.60 万元，共计 1,122.60 万元；公司为子公
司连城县城发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长期贷款 11,600.00 万元，共
计 11,600.00 万元；公司为子公司龙岩市永定区纳川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其中长期贷款 9,800.00 万元，共计 9,800.00 万元；公司为子公司武平县纳
川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长期贷款 8,000.00 万元，共计 8,000.00
万元；公司为子公司长泰县纳川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长期贷款
12,200.00 万元，共计 12,200.00 万元；公司为子公司泉州市泉港中建川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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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长期贷款 14,000.00 万元，共计 14,000.00 万元；公司为
子公司泉州洛江纳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长期贷款 7,900.00 万元，
共计 7,900.00 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管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其中供应链融资 1,000.00 万元，融资性售后回租 2,656.77 万元,共计
3,656.77 万元；以上担保合计 83,550.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7.64%。公司未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