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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7-026 

转债代码：110032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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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4 月 27 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在 2017 年度为下属子公司

的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280.77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1 三一重工 三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90 亿元 

2 三一重工 香港中兴恒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5 亿元 

3 三一重工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15 亿元 

4 三一重工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15 亿元 

5 三一重工 娄底市中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3 亿元 

6 三一重工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3 亿元 

7 三一重工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10 亿元 

8 三一重工 湖南三一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5 亿元 

9 三一重工 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 亿元 

10 三一重工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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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11 三一重工 三一资本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0.87 亿美元（约 6.04 亿人民币） 

12 三一重工 三一资本美国有限公司 0.7 亿美元（约 4.86 亿人民币） 

13 三一重工 三一资本南部非洲私人有限公司 0.8 亿美元（约 5.55 亿人民币） 

14 三一重机 上海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10 亿元 

15 三一重工 三一美国有限公司 1 亿美元（约 6.94 亿人民币） 

16 三一重工 三一印度有限公司 1 亿美元（约 6.94 亿人民币） 

17 三一重工 三一南美有限公司 0.5 亿美元（约 3.47 亿人民币） 

18 三一重工 三一欧洲有限公司 0.5 亿美元（约 3.47 亿人民币） 

19 三一重工 三一西北重工有限公司 0.5 亿元 

20 三一重工 湖南三一快而居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5 亿元 

合计 / 280.77 亿元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至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的任一时点公司实

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280.77 亿元。 

在担保总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对各子公司

的实际担保额度进行相应调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三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香港新界上水龙琛路 39 号上水广场 1001 室 

（2）注册资本：21580 万美元 

（3）经营范围：开展投资、在海外销售产品及产品的维修服务、新

产品试制、装配加工及配套设施等业务。 

（4）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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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4,150,432 千元，负债总额 12,601,128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084,571 千元，净利润为-50,339 千元。 

2、香港中兴恒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界上水龙琛路 39 号上水广场 20 楼 2022-2023 室 

（2）注册资本：20400 万美元 

（3）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 

（4）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3,669,367

千元，负债总额 1,958,107 千元。2016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048,502

千元，净利润为 -395,918 千元。 

3、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洲大道西 168 号 

（2）法定代表人：向文波 

（3）注册资本：16340 万元 

（4）经营范围：塔式起重机、各种类型的移动起重机（轮式和链式

即履带式起重机，包括公路型、全地形和越野型）、强夯机及前述各产

品的任何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研究、组装、制造、市场营销、销售和

分销等业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任何修理、维护和质保服务。上述经营范

围的进出口和有关技术的引进和装让（不含未经审批的前置许可项目，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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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3,463,793

千元，负债总额 1,230,164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951928 千

元，净利润为-345,385 千元。 

4、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八里店镇曹报村标准厂房辅楼 2 号楼 

（2）法定代表人：孙新良 

（3）注册资本：43180 万元 

（4）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类产品及铸锻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自有机械设备的融物租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

行政许可证件经营）。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344,417

千元，负债总额 592,855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675,529 千元，

净利润为-32,744 千元。 

5、娄底市中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涟源市石马山镇马家镜村（人民东路） 

（2）法定代表人：彭清莲 

（3）注册资本：31800 万元 

（4）经营范围：铸件、锻件、结构件生产及销售。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716,377

千元，负债总额 231,655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01,866 千元，

净利润为 23,80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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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新坪街 11 号 

（2）法定代表人：张树芳 

（3）注册资本：31800 万元 

（4）经营范围：液压件、输送缸、液压泵、液压控制阀、机械配件、

电镀产品及其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39,187

千元，负债总额-493,037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500,153 千元，

净利润为 26,919 千元。 

7、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环城东路 

（2）法定代表人：俞宏福 

（3）注册资本：41518 万元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挖掘机、非公路自卸车、注塑机生

产加工；旋挖钻机（口径 1 米以上深度 30 米以上大口径旋挖钻机）、拆

除机生产加工；新材料（纳米技术材料、超细粉末合金材料、稀土金属

材料、焊接材料、超硬材料、其他金属材料）加工；移动数据终端设备

生产加工；并销售自产产品及提供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8,639,976 千元，负债总额 1,618,669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4,436,382 千元，净利润为 461,678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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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南三一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 23 号厂房 

（2）法定代表人：王佐春 

（3）注册资本：31800 万元 

（4）经营范围：路面机械类产品及配件的生产和产品自销。 

（5）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574,603

千元，负债总额 67,942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70,761 为千元，

净利润为 88,415 千元。 

9、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邵阳市五里牌 

（2）法定代表人：梁林河 

（3）注册资本：8400 万元 

（4）经营范围：从事汽车、汽车底盘、农用车、汽车及农用车零配

件制造与销售。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2,918,908

千元，负债总额 353,931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299,992 千元，

净利润为 140,253 千元。 

10、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工业城 

（2）法定代表人：易小刚 

（3）注册资本：1008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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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范围：汽车及其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在许可证核定范围

内从事起重机械及其零部件的制造与销售；建筑工程机械、停车库、通

用设备、机电设备、塑料机械及其零部件、金属制品、橡胶制品、电子

产品、钢丝增强液压橡胶软管和软管组合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

信息、技术服务；二手设备收购与销售；建筑专用设备、路面机械、物

料般运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维修；建筑用品、模具制品、石

膏、水泥制品、粘合剂的制造与销售；房屋、铁路、道路、桥梁和隧道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管道和设备安装；

建筑装饰；土木工程建筑；房地产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文化创意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动产与不动产租赁服务；认证咨询服务；提供建筑工程

机械租赁服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五金、矿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

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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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3,109,527

千元，负债总额-3,595,477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6,074,961 千

元，净利润为-983,254 千元。 

11、三一资本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加坡国际广场 35-15 安顺路 10 号 

（2）注册资本：630 万新币 

（3）经营范围：设备抵押贷款，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 

（4）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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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98,098

千元，负债总额 148,354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1,235 千元，

净利润为 5,941 千元。 

12、 三一资本美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 

（2）法定代表人：唐建国 

（3）注册资本：280 万美元 

（4）经营范围：为三一在北美的代理商及终端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包括库存融资、租赁融资、设备贷款等。 

（5）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64,073

千元，负债总额 134,479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9,315 千元，

净利润为 2,494 千元。 

13、三一资本南部非洲私人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18 SALIGNA STREET HUGHES BUSINESS PARK 

WITFIELD EXTENSION 30 

（2）法定代表人：陆涛、刘兵 

（3）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4）经营范围：为三一南部非洲的客户及代理商提供设备按揭贷款。 

（5）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35,136

千元，负债总额-9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253 千元，净利润

为 1,40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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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临港工业园区两港大道 318 号 A 座 

（2）法定代表人：俞宏福 

（3）注册资本：8000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挖掘机、装载机械及其配套中小零配件的生产、开

发、批发、零售，电子产品的开发、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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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3,086,996

千元，负债总额 2,099,154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855,586 千

元，净利润为 352,427 千元。 

15、三一美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 318 Cooper Circle,PeachtreeCity,GA 30269 

（2）注册资本：2 美元 

（3）法定代表人：梁林河 

（3）经营范围：销售及组装重型机械设备 

（4）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143,164

千元，负债总额 1,214,762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24,959 千元，

净利润为-37,443 千元。 

16、三一重工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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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地址：B1/E2 Mohan Co-operative Industrial Estate ,Mathura 

Road, New Delhi-110044 

（2）注册资本：3,644,839,939.56 卢比 

（3）法定代表人：梁林河，晏新辉，Deepak 

（3）经营范围：工程机械设备及其配件在印度的租赁，销售及售后

服务；工程机械设备在印度的散件组装 CSD、半散件组装 SKD 及其销售。 

（4）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837,975

千元，负债总额 601,904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603,595 千元，

净利润为-14,592 千元。 

17、三一南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 1 ） 注 册 地 址 ： RuaConselheiroAntônio Prado, 566, sala 03, 

ParqueItamarati, Cidade de Jacareí, Estado de São Paulo 

（2）注册资本：178,505,600.03 雷亚尔 

（3）法定代表人：袁金华 

（3）经营范围：组装、销售、进口、出口建筑机械原材料、成品或

半成品；研发建筑机械产品或零部件；提供建筑机械租赁服务；为建筑

机械提供售后服务；制造路面设备、经营新旧车辆批发贸易 

（4）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785,119

千元，负债总额 1,095,372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96,541 千元，

净利润为 79,045 千元。 

18、三一欧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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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地址：Sany Allee 1,50181,Bedburg,Germany 

（2）注册资本：3800 万欧元 

（3）法定代表人：邓海君 

（3）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工程机械设备和配件，以及售后服务 

（4）与本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5）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4,600,090

千元，负债总额 1,153,967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39,933 千元，

净利润-71,551 为千元。 

19、三一西北重工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井冈山

西街 568 号 

（2）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3）注册资本：5318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械、起重机械、通用设备、机电设备的

生产、销售及维修；建筑工程机械配件的销售；金属制品、橡胶制品及

电子产品、钢丝增强液压橡胶软管和软管组合件的生产、销售；农业机

械设备及零配件的制造、研发，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风力

发电机组及其配件的生产、销售，风力发电场的建设与运营；新能源技

术推广服务及技术咨询；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

及技术咨询；畜牧专用机械制造、销售；清雪、环卫机械设备及零配件

生产、销售，清雪机械售后服务，初雪设备产品技术开发、进出口；混

凝土泵送设备、搅拌设备及配件的制造、改装、销售；五金及矿产品，

金属材料的销售；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服务；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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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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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407,925

千元，负债总额 331,118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54,106 千元，

净利润为-24,633 千元。 

20、湖南三一快而居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榔梨街道黄兴大道南段 129 号 

（2）法定代表人：代晴华 

（3）注册资本：1190 万元 

（4）经营范围：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物料搬运设备制

造；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模具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

品制造；粘合剂制造；房屋建筑业；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市政用工程施工；新型路桥材料开发；其他土木工程建筑；建设工程施

工；管道和设备安装；建筑装饰；软件开发；软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

询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建材、装饰材料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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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 183,943

千元，负债总额 117,738 千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18,315 千元，

净利润为 41,75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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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处理在核定担保

额度内的担保事项；公司将根据上述融资担保实际情况，具体实施时签

署有关担保协议。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75.90亿元，占公司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32.36%，

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该等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为该等担保对象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增强其融资

能力，降低其融资成本，满足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且公司子公司的盈

利能力强，资信状况良好，担保不会追加公司的额外风险，同意按规定

将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批准之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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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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