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简称：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601118

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1-021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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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被增资公司的名称：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金橡有限公司、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金额和比例：本次公司为三家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合计增资
32,665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别风险提示：
●天然橡胶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一、概述
（一）增资基本情况
为实现公司从传统生产型向现代经营性转变、从资源拥有型向资源控制型转
变，打造天然橡胶全产业链的战略格局，并结合公司 2011 年经营计划以及各业
务板块的定位，拟对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龙橡”）、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橡公司”）、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纬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方案如
下：
公司名称

现有注册资本
（万元）

控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上海龙橡

5,000

100%

15,000

自有资金

20,000

金橡公司

500

100%

9,500

自有资金

10,000

经纬公司

7,835

100%

8,165

自有资金

16,000

合计

13,335

——

3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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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9 名，其中独立
董事 3 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本次
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了《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三）本次增资行为需要经过的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9.1-9.3 相关条款的规定，结合此
次增资金额，本次增资事宜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即可实施，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增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龙橡
1、
、上海龙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838 号 29 楼 H 座
法定代表人：李明泉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橡胶及橡胶制品,汽车零配件，
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制品（除成品油）
的销售。
上海龙橡由本公司持股 100%。
2、近年来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7,838.08

42,231.66

净资产（万元）

1,125.03

6,526.85

资产负债率（%）

85.65%

84.55%

项目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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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58,997,578.91

1,646,841,880.04

营业利润（元）

1,683,678.24

18,629,178.54

利润总额（元）

1,683,678.24

18,796,267.81

净利润（元）

1,250,265.74

14,018,211.55

（二）金橡公司
1、金橡公司基本情况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3 月 4 日，为海南橡胶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金橡公司主营民营胶收购、加工和
销售业务。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橡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厦八楼
法定代表人：李明泉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正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4 日
经营范围：天然橡胶的收购、加工和销售业务等业务。
金橡公司由公司持股 100%。
2、近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元）

197,445,228.11

392,385,456.70

净资产（元）

11,261,012.33

19,389,761.58

资产负债率（%）

94.30

95.06

项目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元）

588,979,277.53

1,731,146,138.47

毛利（元）

40,822,074.90

101,176,468.55

净利润（元）

8,634,762.33

18,528,755.50

（三）经纬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法定代表人：李明泉
注册资本：人民币七千八百三十五万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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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人民币七千八百三十五万元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9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型号、颜色的乳胶丝，进出口业务，生产销售各
种乳胶丝松紧带、弹力绳等下游产品。
2、近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纬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796.30 万元，负
债总额为 9,311.94 万元，净资产为 7,484.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5.4%。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01.37 万元，该公司尚未正式投产。
经纬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海龙橡
1、资金来源及用途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5 亿元，增加上海龙橡的注册资本金。增资资金将全
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发挥其公司内橡胶产品统一销售平台的功能，提升产品品
牌及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橡胶产品整体盈利水平。
2、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上海龙橡的注册资本金是公司建立橡胶产品内部交易市场，实现产品统
一销售的必要途径。通过对上海龙橡进行增资，改善上海龙橡的资金状况和资金
使用成本，提高上海龙橡的整体业务能力，是确保海南橡胶总体营销政策顺畅实
施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海龙橡增资后，将对海南橡胶的整体营销规划产生重大战
略意义，有助于推动 “大营销”战略的实施，增强公司橡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和市场话语权。
（二）金橡公司
1、资金来源及用途
拟利用自有资金对金橡公司增资人民币9,500万元。
金橡公司通过增资获得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
(1）收购站的收购启动资金
金橡公司各收购站需现金向胶农收购胶乳，一般收购站点启动资金在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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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之间，预计收购启动资金总额为 5000 万元。
(2）用于原料收购、贸易的营运资金
金橡公司 2011 年收购、销售计划经测算所需流动资金约为 2 亿元，其中 5000
万元从增资中投入，剩余部分将由银行贷款填补。
2、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金橡公司有助降低金橡公司的财务风险、避免对银行债务的过度依赖，
有利于扩大民营胶收购力度，有助于海南橡胶控制资源战略的实现。
（三）经纬公司
1、资金来源及用途
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对经纬公司增资人民币 8,165 万元。
资金主要用于：增加 4 条国产生产线，最终达到 6 条生产线规模。主要投资：
国产生产线 4 条 5775 万元；辅助系统 735 万元；厂房 700 万元；公用设备及生
产线安装 450 万元；储罐 170 万元；废水 8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7-8 个月，预计
年底完工。
2、对公司的影响
发展下游橡胶加工项目，适度延长产业链，增加原材料加工产品附加值，有
利于公司平稳健康发展，实现公司从传统生产型向现代经营型、从资源拥有型向
资源控制型转变战略目标。
四、风险分析
1、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天然橡胶是基础工业原料、大宗商品，拥有全球定价体系，其需求与经济波
动密切相关，周期性较明显。由于农业生产供给弹性低、自然灾害、国际生产者
垄断以及投机资本活动日益频繁等因素的影响，天然橡胶价格有时在短期内也可
能出现剧烈波动。金橡公司和龙橡公司的主要业务具有贸易特点，其经营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价格波动风险。
2、资金占用风险
橡胶单位价格高，在正常的天然橡胶收购、加工、销售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存
货，另外公司对信誉较好的终端客户制定了赊销政策，导致资金占用量加大，存
在资金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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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加强管理，提高存货和应收帐款周转效率，降低
其对公司的影响。
五、关联交易的说明
上述被增资公司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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