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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18-18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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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公司”）、 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公司”）、深圳市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 

云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公司”）、 自贡大

西洋焊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焊丝公司”） 

 本次预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预计

为上海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500 万元。公司本次

预计为江苏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00 万元；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382.60 万元。公

司本次预计为深圳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 850 万元。

公司本次预计为云南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500 万元；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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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00 万

元。公司本次预计为焊丝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250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57,182.6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19.97%，占净资产的 30.42%（含本次担保预计，均系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预计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申请

的综合融资额度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 授信银行 
担保额度

（万元） 
保证方式 备注 

上海大西洋焊接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4,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4,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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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延西支行 
4,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小计 12,000   

江苏大西洋焊接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启东市支行 
1,5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启东支行 
1,5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1,5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小计 4,500   

深圳市大西洋焊

接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3,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云南大西洋焊接

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呈贡支行 
2,5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自贡大西洋焊丝

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自贡分行 
14,000 连带责任保证 

其中 10,000 万为原担保

额度到期后续保，新增

4,000 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自贡分行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 2,000 万，到

期后减少 1,000 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自贡分行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 5,000 万，到

期后减少 3,000 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自贡分行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原担保额度到期后续保 

小计 18,000   

合计 40,000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担保额度中除为焊丝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

行申请的 4,000 万元融资额度提供担保为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外，其余

担保额度均为公司 2017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所核定担保额度到期后的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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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公司召

开审议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之日止。在本次核定的每项担保额度内，公

司可根据各授信银行最终审核的融资额度，对该项担保额度做相应调

整，并根据各担保对象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签订担保协议，不再

另行召开董事会，但如有新增的除外。同时，公司与各授信银行签订

具体的担保协议后，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额度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 

注册地点：浦东新区合庆镇庆达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焊接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本系统内的资产经营

（非金融业务），实业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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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公司系公司与上海合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

司持有其85%的股权，上海合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5%的股权。 

上海公司信用等级：AAA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6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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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负债总额为 17,187.83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7,000.00 万元，

一年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7,000.00 万元），净资产为 20,504.35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45.60%；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上海公司未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39,342.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769.78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为 8,500.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8,500.00 万元），净资产

为 20,572.7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7.71%。 

2、江苏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公司”） 

注册地点：启东市王鲍镇新港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芯焊丝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资产投资、 

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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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公司系公司与启东市金宙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启东市金宙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

股权。 

江苏公司信用等级：A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591.12

万元，负债总额为 5,379.65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280.00 万元，一

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280.00 万元），净资产为 6,211.47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46.41%；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江苏大西洋公司未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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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总资产为 12,998.27 万元，负债总额为 6,854.27 万元（其中贷款

总额为 280.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280.00 万元），净资产

为 6,144.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2.73%。 

3、深圳市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辅城坳工业区工业大道 99 号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2,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焊条、焊接材料的生产、购销。 

深圳公司系公司与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持有其

61.90%的股权，宝钢金属有限公司持有其 38.10%的股权。 

深圳公司信用等级：A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731.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90.33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4,000.00 万元，一

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4,000.00 万元），净资产为 5,441.32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53.62%；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深圳公司未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15,080.3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20.95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为 4,910.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4,910.00 万元），净资产

为 5,559.4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3.13%。 

4、云南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公司”） 

注册地点：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洛羊王家营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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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焊接材料、钢丝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金属材料、矿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公司系公司与云南省机电设备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持

有其55%的股权，云南省机电设备总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云南公司信用等级：A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公司(母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098.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4,520.78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1,200.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1,200.00 万元），净资产为 4,577.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69%；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云南公司未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725.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6,074.49 万元（其中

贷款总额为 1,200.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1,200.00 万元），

净资产为 4,651.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6.64%。 

5、自贡大西洋焊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焊丝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李欣雨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焊丝系列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开展经营活动）。 

焊丝公司系公司与中钢焊材（英属维尔京群岛）股份有限公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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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资设立，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中钢焊材（英属维尔京群岛）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 

焊丝公司信用等级：A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焊丝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4,225.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05.53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5,000.00 万元，一

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5,000.00 万元），净资产为 14,319.78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40.89%；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焊丝公司未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26,653.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199.87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为 6,000.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6,000.00 万元），净资产

为 14,453.9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7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均处

于平稳的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

的整体利益。目前，上述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

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

币57,182.6万元（含本次担保预计，均系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五、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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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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