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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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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 

（一）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物流”） 

（二）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保税”）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

“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按照 2万吨

天然橡胶交割库核定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算，核定库容

货物峰值为约 3 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

本次担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6782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

上港集团累计为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约人民币 12.86

亿元。 

（二）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保税向上

期所下属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中心”）

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出具担保函。根据 11万吨保税铜

交割库容，依据保税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核定库容货物峰值

为约 23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本次担保

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6.7 亿元；本次担保发生前上港集团

及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累计为上港保税提供的担保余额为约人民币 3.3

亿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上港物流为上港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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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仓库资质。根据上期所要求，须由上

港集团为上港物流出具相关担保函。上港物流拟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容

为 2万吨。按照 2万吨天然橡胶交割库核定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

算，核定库容货物峰值为约 3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

后，本次担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6782万元。 

（二）上港保税为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保

税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拟向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

仓库资质。根据能源中心审批保税铜期货交割库资质要求，须由上港物流为上港

保税出具相关担保函。上港保税拟申请的保税铜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 11 万吨。

根据 11 万吨保税铜交割库容，依据保税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核定库

容货物峰值为约 23 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本次

担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6.7亿元。 

上述两项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7月 1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路 53号 12层 

法定代表人：刘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

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装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相关的短途运输服

务及运输咨询业务，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报关，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船舶代理，国内水路运输，道路货物运

输【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输（一）、大型物件运输（二）、

道路集装箱货运站、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详见许可证）】；港澳台船舶运输（台湾

海峡两岸间海上散杂货运输），港口经营（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

货物装卸、仓储服务；集装箱装卸；集装箱堆放；集装箱拆拼箱；为船舶提供岸

电；港口设施租赁、设备租赁、港口机械租赁服务），国际船舶运输（普通货物

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无船承运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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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AAA。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上港物流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8.73亿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20.1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 20.0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34.89亿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 93.5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3.57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港物流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8.53 亿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21.9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 21.8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35.44亿元。2020年 1-3月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6.4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0.55 亿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上港物流为上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3月 11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66 号 3 幢仓库附属办公楼

2层 203 室 

法定代表人：李一尘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除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供应链

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贸易及贸易代理，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贸易及物流咨询服务，从事物流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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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上港保税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920.27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0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2920.27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94.6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79.73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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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港保税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980.83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0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2980.83 万元。2020年 1-3月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196.5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60.5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上港保税为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

下属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港集团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 

上港物流拟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天然橡胶期

货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根据上期所相关规定，拟由上港集团为下属全资

子公司上港物流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担

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

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

偿责任以及上期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

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

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

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

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协议尚未签署，担

保函尚未出具。 

（二）上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 

上港保税拟向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

开展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根据能源中心的相关规定，拟

由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保税向能源中心申请

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

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能源中心实现债权的

必要费用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

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交割仓库

协议书（保税铜期货）》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截至本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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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函尚未出具。 

四、董事会意见 

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6月 23日召开，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为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于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

限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一）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期所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

物流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为上港物流与

上期所签订《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主

要内容包括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天然橡胶的交

割仓库，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为上海市茂祥路 258 号，拟约定库容最大为 2

万吨）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

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合作协议的存续期间以及存

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港物流拟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 2万吨。按照 2万吨天然橡胶

交割库核定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

所购财产一切险后，上港集团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

额为约人民币 6782万元。 

（二）董事会同意根据能源中心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

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保税向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

质出具担保函，为上港保税与能源中心签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指定交割仓库协议书（保税铜期货）》（以下称“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上港

保税成为能源中心上市品种保税铜的交割仓库，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为：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顺运路 389号、业盛路

77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特殊综合保税区高汉路 88 号，拟约

定库容最大为 11 万吨）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

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协议书的

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港保税拟申请的保税铜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 11万吨。根据 11万吨保税铜

交割库容，依据保税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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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购财产一切险后，上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

额为约人民币 6.7亿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上港物流主要负责开展港口物流及第三方物流业务，其向上期所申请

延续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

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上港集团拟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是依据上期所对于

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上港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质量良好，

经营状况稳定，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且上港物流已对上述业务购买了财产一切险，

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二）上港保税专业化经营保税区大宗商品物流业务，其向能源中心申请保

税铜期货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保税铜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公司业

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上港物流拟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是依据能源中心对于指定

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同时，上港保税将购买保险覆盖所有货值，因此

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 0.735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09%；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60.83 亿元，占公司 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19.60%；无逾期对外担保。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被担保人上港物流的基本情况（见上述公告内容）和最近一期的财务

报表（2020年 3月）。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6-29/600018_20160629_3.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6-29/600018_20160629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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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上港保税的基本情况（见上述公告内容）和最近一期的财务

报表（2020 年 3月）。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