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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19-020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计 2019 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19

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度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的综合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预计年度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在上述担保额

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童永胜先生根据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

具体资金需求审核并分配，并授权童永胜先生审批并签署与银行的相关融资、担

保合同。前述担保额度及授权期限自 2018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前述事项尚需提供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系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主要包括： 

1. 麦格米特香港有限公司（MEGMEET HONGKONG LIMITED） 

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美元 

注册地址： FLAT/RM2402 24/F SING PAO BLDG 101 KING’S RD 

FORTRESS HILL, HONGKONG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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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股比例：100% 

2. 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5层 C505、

C507、C509、C511、C512、C514、C516 

经营范围：电机及电气控制技术相关的硬件与软件产品研发、销售及服务（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 

公司持股比例：100% 

3. 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6 月  

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东太和路 102 号 

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器件、家用电子电器主要配套件、通信配套产品及通信

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技术咨询服务；软

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持股比例：100% 

4. 株洲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17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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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电力电子产品、电器产品、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厂房租赁；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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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比例：100% 

5. 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1 月 

法定代表人：林普根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东太和路 102 号 A 区 

经营范围：智能座便器及配件、陶瓷卫浴用品、厨房用具、五金、不锈钢制

品及配件、水暖管道零件制造、销售；技术进出口和货物进出口。 

公司持股比例：86% 

6. 浙江思科韦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2 月 

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东太和路 102 号 

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器件、家用电子电器主要配套件、通信配套产品及通信

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技术咨询服务；软

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持股比例：100% 

7. 杭州乾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5 月 

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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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355.704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迎春南路 28 号迎春智谷一区 408-85 

经营范围：生产：伺服电机、电机控制柜；伺服电机潜油螺杆泵、潜油电泵、

数控往复式潜油电泵、石油钻采设备、通用机械产品、石油钻采配件和工具、计

算机软硬件、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机电设备、压力管道及其配件、石油钢管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维修及销售；批发、零售：工业自动化控制设

备、机电设备；自有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公司持股比例：51% 

8. 广东河米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07 月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源市高新区高新二路创业服务中心四楼 422-22 室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维修；电子产品、电器、

机电一体化设备及配件；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自有房产租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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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比例：100% 

9. 湖南微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09 月 

法定代表人：方旺林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 77 号金科亿达科技城 C2 栋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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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机电设备设计；机电设备研发；机电设备制造；机电设备销售；

新材料、新设备、节能及环保产品工程的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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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比例：100% 

10. 湖南麦格米特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法定代表人：李升付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 77 号金科亿达科技城 C2 栋 4

层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通用机械设备的零售；电子产

品、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机 、触摸屏、电源设备的研发；电子产品、触摸

屏、电源设备的生产；电子产品及配件、机电设备、电机、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

造；触摸屏、电源设备的销售；电子产品及配件的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服务；

家用电子产品修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技术咨询；机械 设备技术服务；电子工程设计服务；基础软件开发；软件技术

服务；机电设备租赁与售后服务；机电设备设计；电源设备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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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比例：100%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6 

序

号 
被担保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1 麦格米特香港

有限公司 
6,804.28  6,347.15  377.36  17,191.05  -265.86  -266.51  93.28% 

2 深圳市麦格米

特驱动技术有

限公司 

66,622.55  50,182.69  16,439.84  65,952.19  10,440.77  9,439.44  75.32% 

3 深圳市麦格米

特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 

5,132.95  622.16  4,510.79  5,083.76  1,740.18  1,604.89  12.12% 

4 株洲麦格米特

电气有限责任

公司 

125,378.45  116,597.70  8,780.75  133,955.05  -670.39  -5.53  93.00% 

5 浙江怡和卫浴

有限公司 
24,932.75  8,701.02  16,231.73  38,798.87  8,972.72  7,785.32  34.90% 

6 浙江思科韦尔

科技有限公司 
8,923.60  8,225.18  698.42  305.13  -74.41  -55.81  92.17% 

7 杭州乾景科技

有限公司 
4,786.71  3,596.70  851.92  1,796.30  -271.34  -173.98  75.14% 

8 广东河米科技

有限公司 
367.60  0.18  367.42  0.00  -16.77  -12.58  0.05% 

9 湖南微朗科技

有限公司 
11.07  1.13  9.94  1.02  -0.07  -0.06  10.24% 

1

0 

湖南麦格米特

电气技术有限

公司 

0.99  0.00  0.99  0.00  -0.01  -0.01  0.0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

内容将由公司及相关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拟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系根据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为支持相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更好地发展生产

经营，董事会同意公司预计 2019 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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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担保有利于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其融资能力。由于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均经营

良好，财务指标稳健，预计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对其提供担

保的风险可控。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

元的担保，同意就上述担保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童永胜

先生根据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具体资金需求审核并分配，并授权童永胜先生审批

并签署与银行的相关融资、担保合同。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

担保为 0.00 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所有担保仅限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累计担保金额（含

公司与子公司相互之间）为人民币 39,000.00 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23.6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