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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8－013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公司与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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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
印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
公司、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派
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累计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 30,365.63 万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
资产的 34.03%，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965.63
万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4.70%；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无除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的对外担保。2018 年本公
司（及下属企业）预计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93,000 万元。



2017 年度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累计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发生额为人民
币 0 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0%，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0%；公司下
属子公司无除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外的对外担保。2018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
预计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

1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18 年由于公司下属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业务开发等实际经营需要，需
增加资金的投入。经测算：2018 年公司下属九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需向金融机
构等单位融资人民币 93,000 万元，其中：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融资总额
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上海
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
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
民币 2,000 万元，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上海界龙派
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根据前述九家公司实际融资需要，公司同意该九家公司可用自有房产、土地、
设备等固定资产向融资机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其融资总额；同时同
意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对前述九家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包括保证担保、抵
押担保等），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93,000 万元，对单家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其前述
融资总额。
因前述九家公司均为本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故本次担保该九家公司
无需支付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措施。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对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融资及抵押担保授权和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上述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同时，公司提请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上述融资总额度范围内，授
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对前述九家公司进行融资及抵押担保和公司（及下
属企业）对其提供融资担保的审批权；授权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22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每家公司在其融资总额内，单笔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
2、2018 年由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需增加资金的投入。经测算，2018 年度
公司本部需向金融机构借款及使用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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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公司可循环进行借款及使用授信，滚动使用，但借
款及使用授信余额总额不得超出该额度。
根据本公司实际融资需要，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本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等），各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前述公司本部向
金融机构借款及使用授信总额。因前述担保人均为本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故本次担保本公司无需支付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措施。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公司本部向金融机构融资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上述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同时，公司提请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上述借款及使用授信总额度
范围内，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审批公司本部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及担保
事宜，授权时间 2018 年 3 月 22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并签订相关借款（或授
信）等协议；在前述融资借款及使用授信总额人民币 50,000 万元额度内，单笔
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被担保
人情况如下：
（1）、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8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费
钧德，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前、包装印刷、其他印刷、
纸箱、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31,145.20 万元，总负债
为人民币 20,595.8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0,549.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13%，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9,517.89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42.46 万元。
（2）、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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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沈伟
荣，经营范围：其他印刷、食品包装纸制品、纸张包装用品，铝箔制品的销售和
技术服务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3,040.30 万元，总负债
为人民币 14,609.9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8,430.3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41%，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215.34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3.44 万元。
（3）、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费屹
立，经营范围：书刊制版、书刊印刷、书刊装订、包装装潢印刷，从事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9,890.78 万元，总负债
为人民币 13,837.8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6,052.9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57%，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1,460.72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935.66 万元。
（4）、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费屹
立，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刷、其他印刷、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8,995.15 万元，总负债为
人民币 5,756.70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238.4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00%，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286.30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17.42 万元。
（5）、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88%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费钧德，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其他印刷、纸制品，邮政标准用品用具的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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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8,710.47 万元，总负债为
人民币 4,873.38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837.0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5.95%，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521.0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37.11 万元。
因该公司其他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较小，故公司虽持有该公司 88%股权，但对
其提供 100%的担保额度。
（6）、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80.81%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
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8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任
端正，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刷物资及器材的销售、纸制
品的加工及销售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5,051.14 万元，总负债为
人民币 2,359.70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691.4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6.72%，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998.8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50.67 万元。
因该公司另一股东为中国日报社，地处北京地区，故公司虽持有该公司 80.81%
股权，但对其提供 100%的担保额度。
（7）、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注册地点：浙江，法定代表人：费
屹立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纸箱、纸盒上光压光，照相制
版，纸制品，包装材料的加工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7,737.15 万元，总负债为
人民币 4,319.93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417.2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5.83%，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2.78 万元。
（8）、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费屹
立 ，经营范围：从事包装制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设计、生产、销售可塑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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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452.79 万元，总负债为
人民币 1,874.44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578.3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2.10%，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21.65 万元。
（9）、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75%股权，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注册地点：上海，法定代表人：费屹立 ，
经营范围：从事包装材料及相关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包装材料、纸塑制品、纸制品、工业防护材料、塑料缓冲材料、植物
纤维浆原料、模具、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0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0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0 元，资产负债率为 0%，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0 元。
因该公司另一股东为昆山市常欣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地处江苏昆山地区，
故公司虽持有该公司 75%股权，但对其提供 100%的担保额度。
2、公司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被担保人为本公司，担保人根据实
际融资需求确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每笔发生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相关正式合同另行约定。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1、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2018 年度对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融资及抵押担保授权和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下属子公司实际融资需要，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为
其统一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总体控制担保风险。此外，前述九家被担保方均
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前未发生过逾期贷款情况；同时，其作为公司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也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故公司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对前述九家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并决定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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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2018 年度公司本部向金融机构融资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前未发生过逾期贷款情况；
同时，担保人为本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双方之间也能及时了解对方经营和财务状
况，公司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日常融资担保支持风险可控。故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本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并决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所审议的《2018 年度
对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融资及抵押担保授权和提供担保的议案》、《2018 年度
公司本部向金融机构融资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以上议案所审议的互相担保行为基于
实际融资需要而进行；互保对象为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各被担保方拥有独
立的生产经营所需的现金流，截止目前均未发生逾期贷款情况；同时本公司及公
司下属子公司之间能及时了解对方经营和财务状况，能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为此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及下属企业）累计为公司下属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 30,365.63 万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的 34.03%，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965.63
万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4.70%；公司无除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的对外担保。
2、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累计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发生额为人民币 0 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0%，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元，占 2017 年底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0%；公司
下属子公司无除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外的对外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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