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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19－049 号 

证券代码：112805      证券简称：18 中联 01         

证券代码：112927      证券简称：19 中联 0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深入推进智能制造，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采购进口设备实现智

能产线升级、进口原材料保障原材料供应，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常德

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长沙中

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等 3 家子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3,500

万元的担保。《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 2019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拟对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2,000万元的担保，主要用于在境内开展的融资授信含贸易项下票据、

信用证类、保函等业务。 

2、拟对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6,500万元的担保，主要用于在境内开展的融资授信含贸易项

下票据、信用证类、保函等业务。 

3、拟对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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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万元的担保，主要用于在境内开展的融资授信含贸易项下票据、

信用证类、保函等业务。 

具体实施时，公司可视情况决定由公司为上述3家子公司提供担

保，可根据与相关机构的协商签订相关担保合同，并予以披露。 

《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该议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

目前

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万元RMB)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 

常德中联重科液

压有限公司 
100% 22.85% 0 12000 0.31% 否 

湖南中联重科履

带起重机有限公

司 

100% 34% 0 6500 0.17% 否 

长沙中联消防机

械有限公司 
65% 45.74% 0 15000 0.39%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

款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52543.63 21262.5 0 18026.4 31281.1 20031.94 5078.56 4375.54 

2019年3月

31日 
57927.32 25201.8 0 21965.74 32725.52 6079.96 1677.36 14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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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名称：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崇德居委会六

组（青山东路） 

（3）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凯 

（4）注册资本：2163.23万元 

（5）经营范围：从事工程液压元件的制造、修理及机械加工、

修理，机电产品购销业务 

（6）与本公司关联关系：100%控股子公司 

（7）征信情况：被担保人无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发生 

（8）担保金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2,000万元 

 

2、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

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94,547.71 32,201.50 0 32,201.50 62,346.21 68,222.23 5,018.10 4,260.90 

2019年3

月31日 
106,234.75 38,301.66 0 38,301.66 67,933.09 30,849.50 6,582.87 5,595.8 

 

（1）被担保人名称：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中联工业园 

（3）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群 

（4）注册资本：36000万元 

（5）经营范围：履带式起重机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销售和

租赁服务；高空作业机械（含高空作业车）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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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和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与本公司关联关系：100%控股子公司 

（7）征信情况：被担保人无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发生 

（8）担保金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6500万元 

     

3、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

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84,600.39 38,700.08 0 38,700.08 45,900.31 59,068.40 7,463.62 6,324.08 

2019年3

月31日 
87,480.76 39,502.88 0 39,502.88 47,977.88 9,839.16 2,451.90 2,085.66 

 

（1）被担保人名称：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长沙市望城区腾飞路二段997号 

（3）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叙炯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经营范围：各类消防车 

（6）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65%控股子公司 

（7）征信情况：被担保人无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发生 

（8）担保金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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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协议相关情况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如果借款人未根据授信协议支付已使用，且已到期的任何款项或

借款人未遵守授信协议项下的义务，保证人承诺一经催告，在银行发

出书面通知或电传后，不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有任何争议，立即

向银行支付担保人授信项下实际使用的本金、应计利息以及产生的律

师费、费用、补偿、罚款和催收开支。 

2、关于反担保情况的说明 

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

是中联重科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中联重科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其所

有核心经营管理人员由母公司员工担任，并实施资金集中管理，因此

风险完全可控，未提供反担保。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消防”）是中联重

科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65%，另一名股东为中海国际投资企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国际”），持股比例为35%。中海国际作为中

联消防的股东，以财务投资为主，未参与中联消防的实际经营，与中

联重科不存在关联关系，因而该股东不提供同比例担保。中联消防自

成立以来不存在未及时偿还借款或支付利息的情形，银行信用良好，

本次新增担保主要用于在境内开展的融资授信含贸易项下票据、信用

证类、保函等业务，用于中联消防的日常营运资金业务，中联消防账

面净值为15000万元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因此该项担保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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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1、为深入推进智能制造，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采购进口设备实

现智能产线升级、进口原材料保障原材料供应，董事会同意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

公司、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等3家子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33,500万元的担保。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控股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公司，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

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况。 

上述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

于执行证监发[2005]120 号文有关问题的说明》等相关规定，其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董事会在对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 担保事项是为了更好的的开

展公司业务，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4、中联重科为控股子公司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联消防”）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0万元的担保，主

要用于在境内开展的融资授信含贸易项下票据、信用证类、保函等业

务。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是中联重科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65%，另一名股东为中海国际投资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国

际”），持股比例为35%。中海国际作为中联消防的股东，以财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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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未参与中联消防的实际经营，与中联重科不存在关联关系，因

而该股东不提供同比例担保。中联消防自成立以来不存在未及时偿还

借款或支付利息的情形，银行信用良好，本次新增担保主要用于在境

内开展的融资授信含贸易项下票据、信用证类、保函等业务，用于中

联消防的日常营运资金业务，中联消防账面净值为15000万元的资产

提供反担保，因此该项担保风险可控。 

5、中联重科为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

重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等值人民币18500万元。常德中联重科液

压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是中联重科的全资控

股子公司，中联重科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其所有核心经营管理人员

由母公司员工担任，并实施资金集中管理，因此风险完全可控，未提

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33,662.41 万元, 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68%，包括对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因开展融资租赁销售业务、按揭销售业务对

客户的担保。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行为，无逾期担保，没有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的情形。 

 

七、其他  

由于本次授权为预计额度，公司将在未来的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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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控股公司担保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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