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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19）018 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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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融资需求，公司拟对子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相

应担保，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拟对龙图企业有限公司（DRAGON WILL ENTERPRISE LIMITED，

以下简称“龙图企业”)的融资业务（用于开立信用证、贷款、远期外汇等业务）

提供不超过 5,000 万美元（等值人民币 3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2、公司拟对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东菱”)的融资业务（用

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

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担保额度； 

3、公司拟对佛山市顺德区东菱智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菱智慧”)

的融资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担保额度； 

4、公司拟对佛山市顺德区凯恒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恒电机”)的融资

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

承兑汇票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额度； 

5、公司拟对佛山市顺德区庆菱压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菱压铸”)的

融资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额度； 

6、公司拟对广东威林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林股份”)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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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

承兑汇票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额度。 

7、公司拟对广东百胜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胜图”)的融资业务（用

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

贴现、押汇等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

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授权董事长郭建刚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龙图企业有限公司（DRAGON WILL ENTERPRISE 

LIMITED)；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4 日 ；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赫德道 2 号金麒商业中心 2 楼； 

法定代表人：郭建刚； 

注册资本：1 万元（港币）； 

主要经营业务：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龙图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473,313.11 246,403,495.84 

负债总额 60,974,096.32 154,670,335.8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0,974,096.32 154,670,335.84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92,499,216.79 91,733,160.00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8,101,546.28 112,343,5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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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4,888,334.25 1,384,018.99 

净利润 20,830,913.07 1,161,661.68 

2、公司名称：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3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扬子东路 1777 号； 

法定代表人：郭建强；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家用电器及零配件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家用电器模具

设计、制造及销售；家用电器产品及零配件认证测试服务；包装装潢印刷、其他

印刷品印刷；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滁州东菱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0,298,940.11 491,960,497.23 

负债总额 328,819,439.82 333,890,157.43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28,819,439.82 333,890,157.4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61,479,500.29 158,070,339.80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4,969,332.66 119,466,722.01 

利润总额 10,555,416.39 -4,545,547.32 

净利润 7,692,290.30 -3,409,160.49 

3、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东菱智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15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 26 号（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周荣生；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生产经营家用电器产品及电子产品，水处理设备，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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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镍镉电池、动力电池（用于家电产品、数码产品，移动

电源），模具、电机、电路板零配件、塑料制品（国家限制、禁止类除外）、工程

塑料、精密压铸件；从事家用电器产品及电子产品的产品设计、模具设计、嵌入

式软件设计、认证测试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东菱智慧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5,827,365.29 361,279,077.56 

负债总额 340,451,459.82 356,321,005.8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40,451,459.82 356,321,005.80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5,375,905.47 4,958,071.76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6,273,239.75 36,114,053.50 

利润总额 -7,311,645.97 -557,111.62 

净利润 -5,484,984.49 -417,833.71 

4、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凯恒电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24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龙洲路上涌路段以北 B 区； 

法定代表人：梁锦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生产经营各种类型电机、电机配件、电器、电器零配件，经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凯恒电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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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0,762,013.20 317,653,516.99 

负债总额 183,148,419.88  168,975,506.0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83,148,419.88  168,975,506.01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37,613,593.32 148,678,010.98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9,162,553.81 184,687,739.79 

利润总额 31,738,938.14 13,016,961.96 

净利润 27,353,101.17 11,064,417.66 

5、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庆菱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1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众裕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卢桐杰；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五金配件压铸；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庆菱压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378,827.55 101,097,834.47 

负债总额 78,596,873.12 78,958,755.63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8,596,873.12 78,958,755.6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2,781,954.43 22,139,078.84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063,979.38 31,249,797.89 

利润总额 392,429.79 -857,167.46 

净利润 290,650.52 -642,8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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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名称：广东威林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07 月 15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龙升南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郭建强；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研究、生产、销售：高性能改性塑料；经营和代理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92%股权； 

威林股份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3,640,391.54 180,729,495.58 

负债总额 54,206,105.89 43,195,627.0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4,206,105.89 43,195,627.0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29,434,285.65 137,533,868.56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5,508,364.43 93,023,592.95 

利润总额 16,827,563.29 9,545,530.57 

净利润 14,416,817.91 8,099,582.91 

7、公司名称：广东百胜图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02 月 18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龙升南路 2 号之四（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郭建强；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电器产品、办公设备、五金制品、塑料

制品、陶瓷制品、竹木制品、日用品；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电器产品、办公设备的租赁、维修及以上产品的相关服务；销售咖啡用具及相关

的纪念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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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除以上项目外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百胜图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经审计） 2019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525,098.92 106,228,462.68 

负债总额 84,805,876.31 88,393,502.9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4,805,876.31 88,393,502.9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0,719,222.61 17,834,959.76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43,395.04 3,372,403.64 

利润总额 -12,420,022.66 -3,845,683.80 

净利润 -9,315,016.99 -2,884,262.85 

三、 担保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万元） 

龙图企业（注 1）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35,000 

滁州东菱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25,000  

东菱智慧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25,000  

凯恒电机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20,000  

庆菱压铸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5,000  

威林股份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10,000  

百胜图 连带责任保证 实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 20,000 

合计 140,000 

注 1：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5,000 万美元（等值人民币 35,000 万元）。 

具体担保协议以与银行实际签署为准，不得超过批准额度。 

四、 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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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

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担保事项中，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其中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威林股份提供担保与银行实际签署担保协议时，将要求威林股份

的其它股东按其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被担保对象目

前财务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可控，担保风险较小。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有利于增强

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

控制。上述对外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事项，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并将此事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有利于增强

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

控制。上述对外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事项，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 

七、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议案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14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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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2018 年度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5.7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6,000.00 万元，占 2018 年度

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6.64%。 

公司及子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八、 备查文件 

1、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