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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 

并由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并由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关

联董事陈启丰、陈伟儿、陈伟东回避表决，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余隆鑫泰钨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泰公司”）和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

鹭精密”）提供银行融资额度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启丰及隆鑫泰、翔鹭精密其他

股东根据开展上述业务需要为隆鑫泰和翔鹭精密申请授信及融资事宜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不涉及支付担保费用，担保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一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

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有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由公司、隆鑫泰公司、翔鹭精密

与银行以董事会决议为依据共同协商确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余隆鑫泰钨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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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黄龙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启丰 

注册资本：27,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钨冶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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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截至披露日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4,025 51% 

2 王爱军 13,475 49% 

合计 27,500 100% 

被担保人隆鑫泰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目前持有其 51%的股权。 

1.2、隆鑫泰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77.72 37,649.98 

负债总额 9,254.74 19,566.4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960.00 14,441.00 

流动负债总额 8,483.14 18,829.58 

净资产 17,922.98 18,083.55 

项目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43.88 29,230.43 

利润总额 24.01 41.90 

净利润 24.01 41.90 

 

注：2017 年财务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公司名称：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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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潮州市凤泉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三楼 301 房 

法定代表人：陈启丰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精密切削刀具产品研究、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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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截至披露日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8,000 80% 

2 林丽玲 2,000 20% 

合计 10,000 100% 

被担保人翔鹭精密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目前持有其 80%的股权。 

2.2、翔鹭精密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07.72 15,708.40 

负债总额 333.91 6,040.2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3.91 6,040.27 

净资产 7,673.82 9,668.13 

项目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958.88 

利润总额 -34.90 -407.11 

净利润 -26.18 -305.68 

 

注：2017 年财务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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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金额：隆鑫泰公司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翔鹭精密公司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三）担保期限：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四）保证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 

有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由公司、隆鑫泰公司、翔鹭精密公司以董事

会决议为依据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经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担保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的规定，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备偿还债务能力。本次

担保公平、公正。本次担保行为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生产发展，保证其开展业

务的经营需要，解决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本次担保

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为其提供信用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隆鑫泰公司和翔鹭精密

公司提供融资额度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启丰及隆鑫泰、翔鹭精密其他股东根据

开展上述业务需要为隆鑫泰和翔鹭精密申请授信及融资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本担保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隆鑫泰及翔鹭精密未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大余隆鑫泰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泰”）和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翔鹭精密”）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业务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资金需求，有利于隆鑫泰、翔鹭精密及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隆鑫

泰和翔鹭精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

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隆鑫泰、翔鹭精密其他股东为其担保不会

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隆鑫泰申请授信及融资业务，

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隆鑫泰股东、翔鹭精密股东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已经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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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通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

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隆鑫泰和翔

鹭精密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并由公司以保证方式为其提供融资担保、由实际控制

人陈启丰及隆鑫泰、翔鹭精密其他股东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 14,441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

担保 14,441 万元，子公司对外担保 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的 18.69%。 

本次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为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3.54%。包括本次审批担保，公司对外担保

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不超过 140,000 万元，

子公司对外担保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81.2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其他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上市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事项的审议、担保协议的签署

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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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