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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0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编号：临 2019-015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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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贷款对象：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及期限：53,452 万元，期限一年。 

● 委托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协商但不超过市场利率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

48,052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向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了人民币 32,852 万元的委托贷款。 

为更好地支持子公司发展，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根据下属子公司 2019 年融资需求，本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3,452 万元的委托贷款，包含到期续贷

及新增金额，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协商但不超过市场利

率。具体明细如下： 

2019 年委托贷款额度明细表 
                                                          单位：万元 

借款方 2018 年批准

委贷额度 

2018 年实际使

用委贷额度 

2019 年申请

委贷额度 哈尔滨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52 9,052 12,052 

凌云西南工业有限公司 0,00 0,00 4,000 

柳州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500 3,500 4,000 

广州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00 1,000 3,000 

沈阳凌云瓦达沙夫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14,200 9,100 14,200 

烟台凌云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4,800 4,200 4,200 

河北凌云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3,000 3,000 3,000 

上海凌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4,000 3,000 2,000 

成都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0,00 0,00 2,000 

天津凌云高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000 0,00 0,00 

湖南凌云恒晋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000 0,00 0,00 

阔丹凌云汽车胶管有限公司 2,500 0,00 0,00 

北京凌云东园科技有限公司 0,00 0,00 3,000 

凌云吉恩斯科技有限公司 0,00 0,00 2,000 

合计 48,052 32,852 53,452 



 2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对象全部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关联

交易，提供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二）上市公司内部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向下属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 2019 年为下属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 53,452 万元，委托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协商但

不超过市场利率。 

本次委托贷款为董事会权限审批范围，无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委托贷款的金融机构为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它金融机构，本公

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已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按规定进行了对外

公告。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哈尔滨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282.43 万元人民币 

注 册 地：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工装模具及相关产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9,086 万元、负债总额 27,523 万元、

资产净额-8,436 万元、营业收入 15,931 万元、净利润-1,793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7,821 万元、负债总额 26,806 万元、

资产净额-8,986 万元、营业收入 3,634 万元、净利润-57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凌云西南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4,192 万元人民币 

注 册 地：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东风路 146 号 

法定代表人：李阳扶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汽车模具、普通机械设备；销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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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代收代缴水电费、道

路普通货运。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4,322 万元、负债总额 56,881 万元、

资产净额 37,440 万元、营业收入 56,513 万元、净利润-1,261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3,828 万元、负债总额 57,007 万元、

资产净额 36,820 万元、营业收入 9,554 万元、净利润-62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3、公司名称：柳州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0 万元人民币 

注 册 地：柳州市车园纵一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李阳扶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1,628 万元、负债总额 25,782 万元、

资产净额 15,846 万元、营业收入 31,144 万元、净利润 459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2,124 万元、负债总额 26,172 万元、

资产净额 15,951 万元、营业收入 5,670 万元、净利润 8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4、公司名称：广州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968.53 万元 

注 册 地：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创建路 103 号 

法定代表人：肖尔东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配件设

计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9,772 万元、负债总额 12,438 万元、

资产净额 7,334 万元、营业收入 36,086 万元、净利润 1,363 万元。上述财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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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9,762 万元、负债总额 11,296 万元、

资产净额 8,466 万元、营业收入 8,431 万元、净利润 1,11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5、公司名称：沈阳凌云瓦达沙夫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331.78 万元 

注 册 地：沈阳市大东区轩顺南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牟月辉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的开发、设计、

制造，机械加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87.22%的股份。 

该公司另一方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Waldaschaff Automotive GmbH，持

股比例为 12.78%。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3,053 万元、负债总额 18,188 万元、

资产净额 14,865 万元、营业收入 16,760 万元、净利润-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2,174 万元、负债总额 17,406 万元、

资产净额 14,769 万元、营业收入 3,778 万元、净利润-12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6、公司名称：烟台凌云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 册 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大街 61 号 

法定代表人：牟月辉 

经营范围：保险杠、冲焊类机械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汽车零

部件及机械设备零部件的开发、设计、技术研究、技术服务及销售，货物与技术

进出口，厂房租赁。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5,983 万元、负债总额 8,255

万元、资产净额 7,729 万元、营业 9,964 万元、净利润 1,074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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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780 万元、负债总额 6,928 万元、

资产净额 7,853 万元、营业收入 2,171 万元、净利润 10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7、公司名称：河北凌云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703.49 万元人民币 

注 册 地：河北省高碑店市团结西路 313 号 

法定代表人：徐锋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机械加工、房产、地产、设备租赁、工程塑料管材、

管件及其他零部件制造和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2,248 万元、负债总额 10,234 万元、

资产净额 12,014 万元、营业收入 22,068 万元、净利润 454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1,998 万元、负债总额 9,779 万元、

资产净额 12,219 万元、营业收入 4,687 万元、净利润 187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8、上海凌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800 万元 

注 册 地：青浦区华新镇华志路 998 号 

法定代表人：牟月辉  

经营范围：工业科技、汽车零部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服务，汽车

零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机械加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自产

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7,049 万元、负债总额 24,854 万元、

资产净额 22,194 万元、营业收入 58,615 万元、净利润 3,094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4,562 万元、负债总额 20,885 万元、

资产净额 23,677 万元、营业收入 14,782 万元、净利润 1,436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9、成都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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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 册 地：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文柏大道 8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忠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机械零部件加工，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8,004 万元、负债总额 10,880 万元、

资产净额 7,124 万元、营业收入 17,141 万元、净利润 1,023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8,241 万元、负债总额 10,877 万元、

资产净额 7,364 万元、营业收入 3,504 万元、净利润 21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10、北京凌云东园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00 万美元 

注 册 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北京凤翔科技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志发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零部件及产品；设计、研究汽车零部件及产品；销售自

产产品。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0,361 万元、负债总额 17,442 万元、

资产净额 12,918 万元、营业收入 30,667 万元、净利润 132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0,905 万元、负债总额 17,725 万元、

资产净额 13,180 万元、营业收入 9,723 万元、净利润 19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11、凌云吉恩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800 万美元 

注 册 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大街 6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发 

经营范围：汽车热成型产品及相关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并销售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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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品，机械设备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9,186 万元、负债总额 41,534 万元、

资产净额 47,653 万元、营业收入 55,775 万元、净利润 2,798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9,529 万元、负债总额 50,883 万元、

资产净额 48,646 万元、营业收入 12,096 万元、净利润 948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情况下，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为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可以支持子公司发展，

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 

四、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46,512 万元，均为对公

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的委托贷款。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委托贷款情况。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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