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1226

证券简称：华电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28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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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华
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机械”）20,000 万元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曹妃甸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22,270 万元，由曹
妃甸重工使用；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武汉华电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华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5,000 万元，由武
汉华电使用。
 截至目前，公司为重工机械提供担保的在保余额为 15,000 万
元（不含本次）；公司为曹妃甸重工提供担保的在保余额为 12,170 万
元（不含本次）；公司为武汉华电提供担保的在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不含本次）
。
 重工机械、曹妃甸重工、武汉华电没有为上述担保、贷款事项
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目前公司在保项目没有逾期担保的情况。
 因曹妃甸重工、武汉华电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公司与曹妃甸
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22,270 万元事项、公司与武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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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5,000 万元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此前为重工机械 20,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其中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到期，5,000 万元综合授信
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到期。
重工机械根据其独立承揽的外部项目情况，
拟对上述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进行到期接续。公司就上述综合授信
向银行提供担保。
曹妃甸重工此前的购船专项贷款 7,920 万元于 2019 年到期，其
中 100 万元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到期，7,820 万元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到期；与公司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的 14,350 万元贷款于 2019
年到期，其中 10,000 万元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到期，4,350 万元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到期。另，曹妃甸重工正在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执行项目规模有所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大。目前，曹
妃甸重工银行贷款额度有限，贷款利率较高，通过本次贷款，可以使
其以较低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有效降低其融资成本，缓解其资金压
力，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因此，公司拟在前述贷款到期后，与曹
妃甸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相应额度的贷款，额度不超过
22,270 万元。
武汉华电此前与公司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的 5,000 万元贷
款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到期。另，随着自主开发市场及执行项目规
模增大，武汉华电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大。目前，武汉华电盈
利能力和自身积累有限，借款还款压力较大，且自身贷款利率较高。
通过本次贷款，可以使其以较低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有效降低其融
资成本，缓解其资金压力，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因此，公司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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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贷款到期后，与武汉华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5,000 万
元。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电曹妃甸重工
装备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22,270 万元贷款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全
资子公司武汉华电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的
议案》
，同意上述担保、贷款事项。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贷款事项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因曹妃甸重工、武汉华电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公司与曹妃甸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22,270 万元事项、
公司与武汉华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5,000 万元事项尚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重工机械
重工机械，2004 年 4 月 9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侯旭华，注册资
本 22,000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住所及经营地为天津市北辰区北
辰科技园区景顺路 8 号，经营范围为起重运输设备（经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金属结构制品、发电成套设备制造；机电工
程承包；机电工程产品设计及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
定办理）。主营业务包括高端钢结构产品及物料输送设备生产制造。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重工机械资产总额 7.54 亿元，净资产
3.03 亿元，资产负债率 59.78%，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567.96 万
元，净利润-798.91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重工
机械资产总额 6.64 亿元，净资产 3.11 亿元，资产负债率 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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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7,219.96 万元，净利润 69.09 万元（未
经审计）。
重工机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曹妃甸重工
曹妃甸重工，2009 年 5 月 20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韦公勋，注册
资本 36,200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住所及经营地址为曹妃甸工
业区，经营范围为大、中型火电、水电、风电、核电、煤炭、石油、
化工、天然气、港口、交通、市政、冶金、建材、海洋工程、粮食行
业的设备、散装物料输送系统、管道工程、施工机械、起重机械和钢
结构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相关工程的设计、施工和总承包及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配件供应、货物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船舶租赁；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港口
设施租赁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曹妃甸重工资产总额 14.56 亿元，净
资产 3.83 亿元，
资产负债率 73.70%，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3,496.80
万元，净利润 205.51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曹妃
甸重工资产总额 11.94 亿元，净资产 3.89 亿元，资产负债率 67.45%，
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362.56 万元，净利润 744.41 万元
（未经审计）
。
曹妃甸重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贷款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武汉华电
武汉华电，2010 年 12 月 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侯旭华，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住所及经营地为湖北省葛店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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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创业大道 1 号，经营范围为能源、环保、水利、矿山、交通行业的
工程承包及相关设备的研发、制造、技术咨询；金属结构产品的设计、
制造；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原材料贸易、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国家有专项规定需要审批的，
必须持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经营）。主营业务为高端钢结构产品生
产制造。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华电资产总额 4.58 亿元，净资产
0.92 亿元，资产负债率 79.99%，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433.71 万
元，净利润 1,032.29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武汉
华电资产总额 4.11 亿元，净资产 0.83 亿元，资产负债率 79.76%，
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43.03 万元，净利润 194.63 万元
（未经审计）
。
武汉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贷款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担保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重工机械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华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20,000 万元
担保期限：与银行综合授信期限一致
担保协议：除上述担保内容外，担保各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约定
由公司、重工机械、银行等三方按照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二）公司与曹妃甸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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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额度：22,270 万元
贷款期限：十二个月
贷款协议：除上述贷款内容外，贷款各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约定
由公司、曹妃甸重工、银行三方按照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三）公司与武汉华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电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贷款额度：5,000 万元
贷款期限：十二个月
贷款协议：除上述贷款内容外，贷款各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约定
由公司、武汉华电、银行三方按照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与全资子公司作为贷款一
方向银行申请贷款，可以有效降低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全
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执行，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与全资子公司作为贷款一
方向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合计 47,2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3.17%，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另外，重工机械、曹妃甸重工、武汉华电经营状况稳定，其收
入和利润可以用于归还贷款。
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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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重工机械”
）申请 20,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能够
有效地解决其资金需求问题，缓解其资金压力，确保其更好的完成
2019 年经营计划。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本
次担保事项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
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 22,270 万元贷款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电曹妃甸重工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
22,270 万元贷款，能够有效降低曹妃甸重工融资成本，缓解其资金
压力，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
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与曹妃甸重工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
申请贷款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本次贷款事项的决策、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贷款事项，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武汉华电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武汉华电工程装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能够有效降低武汉华电融资成本，缓解其资金压力，提高
整体经济效益。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
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与武汉华电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本次贷款事项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贷款事项，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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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 47,17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14%。其中，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7,8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7.75%；公司与子公司作为贷款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 19,350.0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9%。目前，在保项目没有逾
期担保的情况，也没有代偿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华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二）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三）武汉华电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所审议事
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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