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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绿嘉木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补发）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 

1、2017 年 12 月 19 日，阳信彩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山东阳信方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向宋元尚借款 500万元，山东绿嘉木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阳信欧亚集体有限公司、牛波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2018 年 4 月 9 日，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吴克俊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阳信县鹏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股权以 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克俊。2018年 4月 9日，绿嘉股份与无棣鑫岳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以上股权转让提供担保，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 年 6 月

17日，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无棣县鑫鼎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无棣县

鑫鼎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2016年 5月 27 日，丁振颜、魏德栓、吴克俊、郭建群以及阳信欧亚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向无棣县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后更名为：无棣县财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借款 1250万元、2000万元，公司、金乡县宝地置业有限公司、阳信欧亚

木器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2018年 4月 10 日，阳信欧亚集团有限公司与傅玉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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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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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 500万元，公司、丁振颜、吴克俊、傅连刚、牛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2018年 4月 20 日，阳信县欧亚制漆有限公司与马传泉签订借款合同，借

款金额 500万元，公司、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阳信

欧亚集团有限公司、阳信彩鑫包装制品公司、傅连刚、丁振颜、吴克俊、郭建群、

傅连强、李建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2018 年 4 月 10 日，丁振颜与沈岩鑫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360 万元，

公司、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阳信县欧亚制漆有限公

司、张兵、李艳、吴克俊、牛波以及傅连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2018年 5月 16 日，丁振颜与胡晓晴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3400 万元，

公司、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阳信县欧亚制漆有限公

司、阳信欧亚集团有限公司、张兵、李艳、吴克俊、牛波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借款余额为 1900万元。 

8、2017 年 11 月 20 日，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与姚川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 1260 万元，公司、阳信欧亚集团有限公司、阳信欧亚制漆有限公司、无棣

欧亚木器有限公司、无棣正源木业有限公司、滨州市思妤商贸有限公司、无棣群

兴商贸有限公司、丁振颜、李建、张兵、李艳、傅连刚、丁振颜、吴克俊、郭建

群、丁士珍、傅连强、牛波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9、2018年 3月 28 日，吴克俊、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山东阳信方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无棣安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830万元，公

司与牛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0、2017年 12月 29日，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与孙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 1000 万，月利率 4.5%，借款期限 15 天，公司、吴克俊、牛波、傅连刚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孙月已提起诉讼，被告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提供已

还款证据，目前案件尚未判决。） 

11、2018 年 3 月 19 日，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与孙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 908 万元，月利率 4.5%，借款期限 15天，公司、吴克俊、牛波、傅连刚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12、2018年 1月 2 日，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山东阳信方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宋元尚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800万，公司、牛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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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8年 2月 2 日，绿嘉股份与中国工商银行无棣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约定，在 2018年 2月 2日至 2019年 2月 2日期间，在人民币 42,978,700.00

元的最高余额内，为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的借款、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抵押担

保。截至报告期末，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借款 1500万元。 

（二）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追

认对外担保暨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阳信欧亚木器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阳信县城北工业园 

注册地址：山东省阳信县城北工业园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丁振颜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餐桌、餐椅、实木门、木器系列产品，原木、板材、纸

浆及玻璃购销。 

成立日期：2000/12/12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18 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962,880,600.00 元 

2018 年 6月 30日负债总额：1,026,690,300.00 元 

2018 年 6月 30日净资产：-63,809,8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营业收入：88,686,1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税前利润：-18,067,5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净利润：-18,067,500.00 元 

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振颜控制的企业。 

（二）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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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阳信欧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阳城幸福一路 2号 

注册地址：阳城幸福一路 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丁振颜 

主营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餐桌、餐椅、油漆

及木器系列产品购销。 

成立日期：2004/3/24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18 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90,504,100.00 元 

2018 年 6月 30日负债总额：1,029,589,900.00 元 

2018 年 6月 30日净资产：-134,748,8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营业收入：3,561,0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税前利润：-6,839,7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净利润：-6,839,700.00 元 

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阳信县欧亚制漆有限公司 

住所：幸福一路二号 

注册地址：幸福一路二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艳 

主营业务：油漆和各种涂料的生产销售。 

成立日期：2002/1/16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18 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159,345,800.00 元 

2018 年 6月 30日负债总额：211,76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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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月 30日净资产：-52,419,2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营业收入：3,356,0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税前利润：-763,000.0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净利润：-763,000.00元 

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振颜控制的企业 

（四） 自然人适用 

被担保人姓名：丁振颜 

住所：山东省阳信县幸福一路 2号 5排 8号 

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 自然人适用 

被担保人姓名：吴克俊 

住所：山东省无棣县中心大街 14号 

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总经理 

（六）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无棣欧亚木器有限公司 

住所：无棣县富路大街东首 

注册地址：无棣县富路大街东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张兵 

 

主营业务：餐桌、餐椅、板材等的销售。 

成立日期：2004/6/9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18 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281,733,695.73 元 

2018 年 6月 30日负债总额：447,333,422.95 元 

2018 年 6月 30日净资产：-165,599,727.22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营业收入：14,676,245.23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税前利润：-17,925,455.51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净利润：-17,925,455.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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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七） 自然人适用 

被担保人姓名：魏德栓 

住所：山东省阳信县幸福一路 2号 5排 8号 

关联关系（如适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夫妻关系。 

 

（八） 自然人适用 

被担保人姓名：郭建群 

住所：山东省无棣县中心大街 14号 

关联关系（如适用）：与公司总经理系夫妻关系。 

 

（九）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阳信彩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一路路南 

注册地址：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一路路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丁士珍 

主营业务：包装制品、家具的销售。 

成立日期：2012/10/25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18 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6,426,600.70 元 

2018 年 6月 30日负债总额：220,300.00元 

2018 年 6月 30日净资产：6,206,300.70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营业收入：0.00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税前利润：-67,941.30 元 

2018 年 1月至 6 月净利润：-67,941.30元 

关联关系（如适用）：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振颜叔叔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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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间 

担保

类型 

责任

类型 

是否

关联

担保 

1 

阳信彩鑫包

装制品有限

公司、山东

阳信方正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0 

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合

同借贷条款项下债务最后一

期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

年止（借款期限：

2017.12.19-2017.12.28） 

保证 连带 是 

2 

阳信欧亚木

器有限公

司、山东阳

信方正房地

产开发有限

公司 

800 

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合

同借贷条款项下债务最后一

期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

年止（借款期限：

2018.1.2-2018.1.11） 

保证 连带 是 

3 吴克俊 1000 

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

两年（期间：

2012.1.5-2018.4.9） 

保证 连带 是 

4 

阳信欧亚集

团有限公

司、丁振颜、

魏德栓、吴

克俊、郭建

群 

2000 

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

款期限：

2016.5.27-2016.6.15） 

保证 连带 是 

5 

阳信欧亚集

团有限公

司、丁振颜、

魏德栓、吴

克俊、郭建

群 

1250 

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

款期限：2016.5.27至

2016.6.15） 

保证 连带 是 

6 
阳信欧亚集

团有限公司 
500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

月（借款期限 2018.4.10至

2018.5.23） 

保证 连带 是 

7 
无棣欧亚木

器有限公司 
1000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

月（借款期限 2017.12.29至

2018.1.12） 

保证 连带 是 

8 
阳信欧亚木

器有限公司 
908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

月（借款期限 2018.3.19至

2018.4.2） 

保证 连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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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阳信县欧亚

制漆有限公

司 

500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借款期限 2018.4.20至

2018.5.4） 

保证 连带 是 

10 丁振颜 360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8.4.10-未约定） 
保证 连带 是 

11 丁振颜 
3400（余

额：1900）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借款期限：

2018.5.16-2018.5.17） 

保证 连带 是 

12 
阳信欧亚木

器有限公司 
1260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借款期限 2017.11.20 至

2018.5.19) 

保证 连带 是 

13 

吴克俊、无

棣欧亚木器

有限公司、

山东阳信方

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830 

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合

同借贷条款项下债务最后一

期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

年止（借款期限

2018.3.28-2018.4.6） 

保证 连带 是 

14 
无棣欧亚木

器有限公司 
1500 

2018年 2月 2日至 2019年 2

月 2日 
抵押 连带 是 

 

四、 董事会意见 

（一） 担保原因 

鉴于目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普遍性，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基于互保原因。 

 

（二）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目前被担保方已出现多起诉讼，资产负债率较高或者资不抵债，部分被担保

方申请破产重整，如果被担保方无法偿还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被担保方已出现多起诉讼，资产负债率较高或者资不抵债，部分被担保

方申请破产重整，如果被担保方无法偿还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四） 其它意见（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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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88,080,000.00 100.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188,080,000.00 100.0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

保金额 
59,985,641.03 31.89%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金额 
188,080,000.00 100.00%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3.41%。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128,080,000.00 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

损失金额为 109,000,000.00 元。（如适用）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山东绿嘉木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借款合同（担保条款）、担保合同 

山东绿嘉木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