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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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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担保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新增被担保人：厦门国贸化纤有限公司、厦门宝达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海南国贸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国贸盛屯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化工

有限公司、金盛兰国贸矿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被担保人名单

详见“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以下合称“新增被担保人”）。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包含在 2021 年 8 月 11 日公告的关税保证

保险项目担保限额 17 亿元人民币内。 

⚫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累计为新增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 17.60

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 2021 年度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作出决策。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51）： 公司控股子公司由于业务开展的需要，于货物报关通关时向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太保”）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投保关税保证保险。根据关税保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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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项目协议约定，公司为关税保证保险项目投保人就关税保证保险项目提供担

保，其中为中银保险的投保人担保的限额为 10 亿元，为中国太保的投保人担保

的限额为 6 亿元，为阳光保险的投保人担保的限额为 1 亿元，合计担保限额为

17 亿元。公告并披露了被担保人名单。 

因业务开展的需要，现需在上述担保限额内新增被担保人（具体详见本公告

“二、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担保发生总额 784.09 亿元，担保余额 335.15

亿元，其中，为本次新增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 17.60 亿元。 

 

二、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增被担保人名单及概况 

被担保公司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股比例 

厦门国贸化纤有限公司 厦门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1,000 76.5% 

厦门宝达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 

执行事务合

伙人：厦门

金海峡投资

有限公司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海南国贸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厦门国贸盛屯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10,000 51% 

厦门国贸化工有限公司 厦门 陈韬 供应链运营 20,000 100% 

金盛兰国贸矿业有限公司 厦门 陈文豪 供应链运营 10,000 51% 

厦门国贸宝达润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50,000 100% 

厦门国贸泰达物流有限公司 厦门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启润物流（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 戴艺勇 供应链运营 6,000 100% 

厦门国贸泰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厦门 戴艺勇 供应链运营 10,000 80% 

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 蔡庆利 供应链运营 30,000 100% 

青岛宝润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36,635.15 100% 

成都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32,000 100% 

国贸启润（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蔡莹彬 供应链运营 60,000 100% 

广东宝润能源有限公司 湛江 林伟 供应链运营 10,000 51% 

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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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如下： 

1. 2020 年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总资产 总负债 流动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厦门国贸化纤有限公司  5,908.24   3,512.27   3,512.27   2,395.97   22,061.14   94.18  

厦门宝达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80.44   17,792.00   17,792.00   1,288.44   -     288.59  

海南国贸实业有限公司  6,289.73   6,113.29   6,113.29   176.44   103,217.41   176.44  

厦门国贸盛屯贸易有限公司  -     -     -     -     -     -    

厦门国贸化工有限公司  -     -     -     -     -     -    

金盛兰国贸矿业有限公司  -     -     -     -     -     -    

厦门国贸宝达润实业有限公司  57,993.72   -     -     57,993.72   -     -6.28  

厦门国贸泰达物流有限公司  167,985.28   154,549.07   153,349.07   13,436.21   36,428.68   -1,287.12  

启润物流(厦门)有限公司  48,944.17   44,046.04   44,046.04   4,898.13   139,390.48   1,860.20  

厦门国贸泰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     -     -     -     -     -    

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公司  -     -     -     -     -     -    

青岛宝润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41,378.22   3,006.83   2,546.92   38,371.39   174,942.28   1,736.24  

成都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94,947.88   41,971.67   41,428.62   52,976.21   770,737.10   4,846.27  

国贸启润（上海）有限公司  175,266.61   104,244.71   104,118.40   71,021.90   1,974,919.84   343.78  

广东宝润能源有限公司  7,768.03   4,906.00   4,906.00   2,862.03   -     -137.98  

注：厦门国贸盛屯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化工有限公司、金盛兰国贸矿业有限公司、厦门

国贸泰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尚未开始经营，因此财务

数据为零。 

 

2. 2021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总资产 总负债 流动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厦门国贸化纤有限公司  17,284.36   14,621.80   14,453.26   2,662.56   13,570.45   266.59  

厦门宝达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80.38   17,792.00   17,792.00   1,288.38   -     -0.06  

海南国贸实业有限公司  11,210.33   315.16   315.16   10,895.17   9,901.27   718.73  

厦门国贸盛屯贸易有限公司  24,557.21   14,535.95   14,535.95   10,021.26   13,831.30   21.26  

厦门国贸化工有限公司  -     -     -     -     -     -    

金盛兰国贸矿业有限公司  -     -     -     -     -     -    

厦门国贸宝达润实业有限公司  57,993.72   -     -     57,993.72   -     -    

厦门国贸泰达物流有限公司  178,032.27   164,849.63   163,686.50   13,182.64   19,778.41   -283.27  

启润物流(厦门)有限公司  31,472.30   26,430.93   26,430.93   5,041.37   16,113.14   143.24  

厦门国贸泰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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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公司  -     -     -     -     -     -    

青岛宝润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45,740.37   3,851.48   3,493.78   41,888.89   98,341.65   3,517.50  

成都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150,666.01   91,453.33   91,448.08   59,212.68   469,331.48   6,236.48  

国贸启润（上海）有限公司  229,463.09   153,809.41   153,009.71   75,653.68   994,831.59   4,561.36  

广东宝润能源有限公司  38,188.86   34,484.21   34,484.21   3,704.65   30,982.06   842.63  

注：厦门国贸盛屯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化工有限公司、金盛兰国贸矿业有限公司、厦门

国贸泰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尚未开始经营，因此财

务数据为零。 

 

三、关税保证保险项目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51）。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335.15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27.96%。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

计对外担保余额 308.5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 117.79%。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8日 

⚫ 报备文件 

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