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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下 半 年 至 2020 年 上 半 年
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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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严格、有效管控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做到担保事项的决策与披露合规，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公司认真、及时统计并审核了各级单位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
半年对外担保额度需求。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总额为
153,500 万元，被担保人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担保事项均为票据、保函、授信等非融资性业务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

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资产负债率%

序号

担保单位

1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68.00

50,000.00

2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76.36

10,000.00

3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
备有限公司

76.15

10,000.00

4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85.42

10,000.00

5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
限公司

61.46

30,000.00

6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56.20

2,000.00

7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
造有限公司

73.30

20,000.00

——

——

132,000.00

合计

2、

担保额度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资产负债
率%

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55.00

8,000.00

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

34.84

12,000.00

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设立于 2019
年1月

1,500.00

——

——

21,500.00

担保单位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额度

需特别说明的事项：
（1）上述公司及所属各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间为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2）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因此，为满

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对外担保的灵
活性，基于未来可能的预计基础变化，在确认被担保方为下属全资子公司
时，可以在上述全资子公司相对应的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3）由于上述担保计划中指定的部分被担保单位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因此，需将上述担保计划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072446650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7,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苏叶茂
住所：成都市金牛高科技产业园金凤凰大道 666 号
营业期限：2013 年 7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监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及租赁；机
械设备的设计、制造、组装调试、维修、再制造、租赁、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城市照明工程服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服务；隧道工程建筑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铁路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公路交通
工程（公路机电工程）
；建筑劳务分包；销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配件、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技术研究、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信息技术培训服务）；计
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网上贸易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工程服
务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2,483 万元、负
债总额 90,092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9,107 万元、
净资产为 42,391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80,381 万元、净利
润为 9,534 万元。根据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47,524 万元、
负债总额 103,894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3,441 万
元、净资产为 43,629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20,840 万元、净
利润为 1,238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177727782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素辉
住所：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幸福工业园
营业期限：1990 年 9 月 2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隧道、建筑、港口、站场、市政工程施工装
备设计、制造、安装及维修；各类起重、运输及轨道交通设备的设计、制

造、安装及维修；桥梁、钢结构、轨道交通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及服
务；桥梁、钢结构、轨道、城市地下管廊、机电设备安装、房屋建筑工程
的专业承包施工及服务；建筑工程用材料及配件、机电设备配件及器材的
制造和销售；厂房、产品、仓储租赁；产品技术服务及转让；劳务分包。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重工有
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重工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重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5,014 万元、负债总额 72,551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0,143 万元、净资产为 22,463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94,862 万元、净利润为 4,422 万元。
根据中铁重工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
重工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07,470 万元、负债总额 83,908 万元、银行贷
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1,563 万元、净资产为 23,562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22,536 万元、净利润为 1,099 万元（前述 2019 年
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558428428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桐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幸福工业园内
营业期限：2010 年 8 月 1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制造、维修及技术服务；金属结构制
造、安装；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租赁；场地租赁；城市轨道施工及
保养；公路桥梁工程设施、橡胶制品、桥梁支座、建筑支座、减隔震设备、
伸缩装置和桥梁防撞装置的生产、销售、安装及研发；建筑材料、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燃易爆化学品）生产、销售；轨道交通车辆、
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维保、销售、租赁与售后服务；综合
监控系统与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道岔、轨道梁及立柱的设计、制造、
安装；轨道交通项目的总承包、建设、运营、维护及相关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科工集
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
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79,025 万元、负债总额 60178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49,703 万元、净资产为 18,847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为 40,604 万元、净利润为 2,170 万元。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
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科工集团轨道
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83,441 万元、负债总额 64,192 万元、银
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4,192 万元、净资产为 19,249 万元，

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7,985 万元、净利润为 402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4、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3635812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晓钢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55 号
营业期限：2015 年 1 月 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隧道、建筑、港口、矿山、地下工程、市政
工程、海洋工程、轨道交通机械装备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安装、修
理、检测及总承包；桥梁施工设备、起重及运输机械、轨道交通车辆、铁
路专用设备及器材、机电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租
赁、安装、修理、检测、服务及总承包；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及配件的
研发、设计、制造、维保、销售、租赁与售后服务；综合监控系统与设备
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道岔、轨道梁及立柱的设计、制造、安装；轨道交
通项目的总承包、建设、运营、维护及相关咨询服务。特殊设备起重吊装
工程、铁路辅轨架梁工程施工服务；从事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的设计、
制造、销售、安装及服务；自动化生产线、数字智能化工厂、智能制造设
备和企业信息系统的技术咨询、设计、施工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工程机
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系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91,131 万元、负债总额 77,843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77,843 万元、净资产为 13,288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为 77,241 万元、净利润为 2,540 万元。根据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91,629 万元、负债总额 77,793 万元、银行贷款
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7,793 万元、净资产为 13,836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17,711 万元、净利润为 548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5、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303753528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洪强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庙山开发区特 3 号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隧道、建筑、市政、轨道交通工程及地基基
础（桩基）工程成套设备租赁、维修、安装与工程施工服务；预制装配式
地铁车站的预制拼装件、地铁综合管廊管片、其他砼预制件及标准件的制
造、维修、安装与销售；塑钢模板、铝塑模板制造与销售。（依法须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科工集
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系公司
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858 万元、负债总额 12,205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12,205 万元、净资产为 7,653 万元，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5,952
万元、净利润为 94 万元。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的资
产总额为 17,192 万元、负债总额 9,851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9,851 万元、净资产为 7,341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3,757 万元、净利润为-312 万元
（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6、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572034329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晓钢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45 号（老徐东路 13 号）电器成套中心
大楼 306、307 号房
营业期限：2011 年 4 月 2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检测技术服务；检测设备及监控系统的研发、设计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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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武汉瑞敏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
子公司。
根据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53 万元、
负债总额 255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55 万元、净资
产为 198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05 万元、净利润为 60 万
元。根据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58 万元、负债总额
259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59 万元、净资产为 199
万元，
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52 万元、净利润为 0.06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7、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7420636X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俊龙
住所：郑州市经济开发区第六大街 99 号
营业期限：2013 年 7 月 1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盾构及系列隧道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组装调试、维
修改造、租赁、技术咨询服务、整机及配件销售；橡胶软管和软管组合件
的生产、销售；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
。（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工
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
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127,578 万元、负债总额 93,56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 93,567 万元、净资产为 34,011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为 212,750 万元、净利润为 10,227 万元。根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
造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5,426 万元、负债总额 97,615 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97,615 万元、净资产为 37,811 万元，
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46,948 万元、净利润为 3,800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8、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MA6U00J49L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蒋兴三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环北路西段 12 号
营业期限：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46 年 10 月 30 日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隧道、铁路、公路、桥梁施工设备及配件的生
产、销售、租赁、维修、安装、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除木材）
、
水泥制品、新型建筑构件、预制混凝土构件及生产设备的生产与销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隧道掘进机、隧道施工设备、地下空间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上述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
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0%
股权，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西安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 30%股权。因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
司的第一大股东且根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对西安中铁
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具有控制权，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
股子公司。
根据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4,945 万元、
负债总额 24,69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0,99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3,702
万元、
净资产为 20,249 万元，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0,341 万元、
净利润为 209 万元。根据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51,100
万元、负债总额 31,207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2,84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8,363 万元、净资产为 19,893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6,873
万元、净利润为-356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9、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4001MA6K6WC37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金祥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街道办事处长水新村
营业期限：2016 年 7 月 8 日至 2046 年 7 月 7 日
经营范围：隧道设备的加工、制造、组装调试、维修改造、再制造、
销售、租赁、掘进分包、技术咨询服务；管片的生产、加工、销售、技术
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0%
股权，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 40%股权，中铁电建重型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根据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015 万元、负债总额 4,534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534 万元、净资产为 8,481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1,381
万元、净利润为 2,897 万元。根据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16,963 万元、负债总额 8,558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8,558 万元、净资产为 8,405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
为 31 万元、净利润为-77 万元
（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10、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MA4K2NM73N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继平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幸福工业园二楼
营业期限：2019 年 1 月 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锚固连接系统（预埋件、槽道、支吊架、电缆桥架、疏散
平台、锚栓及紧固件）研发、制造和销售及配套的工程施工与安装及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其他五金件的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0.1%股权，
汉京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33.50%股权，北京建德福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 16.40%股权，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根据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973 万元、负债总
额 0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0 万元、净资产为 2,973
万元，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27 万元（前述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对担保对象
序 担保主 被担保人全 担保 受益人/债
2019 上半年末 担保 是否有
担保金额
号 体全称
称
方式 权人名称
累计担保有效 期限 反担保
余额
中国建设
中铁高新
非融 银行股份
中铁工程服
1 工业股份
资性 有限公司
务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担保 成都锦城
支行

50,000.00

非融 招商银行
中铁重工有 资性 武昌支行、
2 集团有限
10,000.00
限公司
担保 中国银行
公司
中北支行

0

中铁科工

招商银行
武昌支行、
中铁科工集
中铁科工
非融 中国银行
团轨道交通
3 集团有限
资性 中北支行、 10,000.00
装备有限公
公司
担保 国新融资
司
租赁有限
公司、招银

1年

否

1年

否

1年

否

0

2,500.00

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非融
武昌支行、
4 集团有限 械研究设计 资性
30,000.00
中国银行
公司
院有限公司 担保
中北支行
中铁科工 中铁工程机

招商银行
中铁科工 中铁科工集 非融 武昌支行、
5 集团有限 团装备工程 资性 招银金融 10,000.00
公司
有限公司
担保 租赁有限
公司
非融
6 集团有限 测科技有限 资性
公司
公司
担保

20,000.00

1年

否

1年

否

1年

否

1年

否

1年

否

0

0

中铁工程装

非融 招商银行股
备集团盾构
7 装备集团
资性 份有限公司
制造有限公
有限公司
担保 郑州分行
中铁工程

2,000.00

否

485.00

中铁科工 武汉瑞敏检

待定

1年

0

司

中信银行
西安高新
中铁工程 西安中铁工 非融
路支行、交
8 装备集团 程装备有限 资性
8,000.00
通银行西
有限公司
公司
担保
安城南支
行
非融
建行昆明
9 装备集团 型装备制造 资性
滇龙支行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担保

0

中铁工程 中铁电建重

非融
10 集团有限 备制造有限 资性
公司
公司
担保

12,000.00

0

1年

中铁科工 中铁锚固装

待定

1,500.00

0

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下
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同意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
担保总额为 153,500 万元，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
均为票据、保函、授信等非融资性业务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是基于对
目前公司及各子公司在上述期间正常开展业务需要提供担保情况进行的
合理预估；所列额度内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具有控制权，各公司正常、持续经营，风
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我们同意确认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预计
额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 2,985 万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 0 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19%、逾期担保累计数量累计 0 万元。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