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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包含现有及授权期新设立的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的各级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统筹安排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融资活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拟发生担保额度如下： 

序

号 
被担保人 

拟担保额度    

（亿元） 

1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2  

2 广东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奥瑞金”） 5 

3 广西奥瑞金享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奥瑞金”） 5  

4 湖北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包装”） 10 

5 湖北奥瑞金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饮料”） 5 

6 湖北奥瑞金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奥瑞金”） 10 

7 临沂奥瑞金印铁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奥瑞金”） 5 

8 龙口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口奥瑞金”） 8  

9 山东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奥瑞金”） 5 

10 陕西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奥瑞金”） 5  

11 奥瑞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金国际”） 10 

12 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奥瑞金”） 5 

13 江苏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奥瑞金”） 5  

合计 100  

在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的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

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亦可对新设立的下属公司分配担保额

度。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下属公司之间因业务需要向授信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视情况提供的反担保，在此额度范围内，不需要单独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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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担保 

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奥瑞金 

成立日期：1997年 5月 14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周云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522.56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金属容器、玻璃容器、吹塑容器；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

生产覆膜铁产品；从事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应用；并应用该技术设计

金属容器、玻璃容器、吹塑容器；从事覆膜铁产品的研发及销售；销售自产产品

（涉及特殊行业项目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母公司)：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946,691.94 万元，净

资产 327,929.71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 60,200.67万元（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2016年 12

月 31日，其持有公司股权 48.33%；周云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上海原龙股

份 78%。 

（二）广东奥瑞金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11 日 

注册地点：肇庆市高新区凤岗工业园科技大街 9号 

法定代表人：周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制品设计、制造、销售；玻璃制品、塑料包装制品设计、

加工、销售；从事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应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经营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奥瑞金总资产 99,505.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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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5,228.99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1,024.14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广西奥瑞金 

成立日期： 2013年 11月 15日 

注册地点：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标准厂房 5#楼 

法定代表人：周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制罐技术的研发及其技术服务，覆膜铁技术的研发，金属包

装制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玻璃制品、塑料包装制品的设计、销售，节能技术

和再生资源开发及应用，国家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情况：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广西奥瑞金总资产 49,039.70万元，净

资产 27,787.22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104.32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奥瑞金为其控股股东，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奥瑞金持

有其 55%股份。 

（四）湖北包装 

成立日期：2015年 3月 9 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周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制品设计、制造、销售；从事节能技术开发和资源再生

的技术开发；进出口业务贸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湖北包装总资产 165,764.41 万元，净

资产 17,371.04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2,128.07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湖北饮料 

成立日期：2015年 3月 2 日 

注册地点：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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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碳酸饮料（汽水）类、果汁和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包装饮用

水类、茶饮料类、咖啡饮料类、植物饮料类、风味饮料类、保健食品类、酒类、

特殊用途饮料类、其他饮料类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旅游景点开发；

农业综合开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湖北饮料总资产 37,743.12 万元，净

资产 4,246.79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638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六）湖北奥瑞金 

成立日期：2005年 9月 15 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咸宁市贺胜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沈陶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6.0775 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金属容器、吹塑容器并销售本公司产品。 

经营情况：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湖北奥瑞金总资产 239,935.64万元，

净资产 123,695.79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 51,022.48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七）临沂奥瑞金 

成立日期：2002年 5月 27 日 

注册地点：山东临沂罗庄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沈陶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13 万元 

经营范围：包装装璜印刷品印制（凭印刷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

为准）；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包装用金属制品、饮料罐、食品罐及相关配套产品

（国家限制的除外）；包装材料、电子产品、农副产品加工；销售自产产品；货

物进出口（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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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临沂奥瑞金总资产 40,032.08 万元，净

资产 11,463.27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 3,106.82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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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八）龙口奥瑞金 

成立日期：2013年 2月 28日 

注册地点：龙口市南山东海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沈陶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包装用金属制品、饮料罐、食品罐及相关配套产品（国家限

制的除外），包装材料、电子产品加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自产产

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取得许

可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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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龙口奥瑞金总资产 81,566.62 万元，

净资产 9,482.30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 2,300.14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九）山东奥瑞金 

成立日期：2014年 3月 17 日 

注册地点：青岛平度市经济开发区长江路 97号 

法定代表人：周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制品设计、制造、销售；塑料包装制品设计（不含生产）、

销售；节能技术、资源再生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不

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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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山东奥瑞金总资产 68,393.77 万元，

净资产 17,077.18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1,362.22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陕西奥瑞金 

成立日期： 2015年 4月 28日 

注册地点：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科技工业园内（科技西路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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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制品设计、制造、销售；从事节能技术开发和资源再生

的技术开发；进出口业务贸易；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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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陕西奥瑞金总资产 43,874.91 万元，

净资产 3,808.88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1,063.52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一）奥瑞金国际 

成立日期： 2014年 2月 24日 

注册地点：香港中环花园道 1号中银大厦 47B室  

董事：周云杰、周原 

注册资本：851,549,950港币 

经营范围：包装容器产品及相关的货物及技术的贸易；资产管理 

经营情况：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奥瑞金国际总资产 149,904.56万元，

净资产 75,963.12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3,491.79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十二）浙江奥瑞金 

成立日期：2011年 1月 26 日 

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周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制品设计、制造、销售；玻璃制品、塑料包装制品设计、

加工、销售；从事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应用；进出口业务贸易（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奥瑞金总资产 77,174.81 万元，

净资产 21,706.40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2,349.37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三）江苏奥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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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2年 11月 16日 

注册地点：江苏宜兴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沈陶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金属容器；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金属容器、

玻璃容器、吹塑容器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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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江苏奥瑞金总资产 153,663.11万元，

净资产 65,603.04万元，2016 年实现净利润 45,943.19万元（未经审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总体安排，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上述下属公司与授信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均为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所需，可统筹安排公司及下

属公司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具备良好

的偿还能力，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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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因此，经审慎研究，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

负责人安排办理各担保事项，并签署担保协议及相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0.02亿元，占公

司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78.30%；公司对下

属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3.62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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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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