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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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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新纺联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纺联”）、

上海汽车地毯总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地毯总厂”） 

 本次担保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20 亿元整。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新纺联提

供人民币 2,000 万元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汽车地毯总厂提供人民币 1 亿元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为新纺联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000 万元、为

汽车地毯总厂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516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股份”、“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青浦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青浦支行”、

“银行”）签署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为全资子公司新纺联、控股子公

司汽车地毯总厂自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18 日止的期间内，与浦发青

浦支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1 亿

元人民币所对应的全部授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申达股份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9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为下属企业

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全资、控股和实际控制企业提供合计金

额不超过 35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或综合授信担保。其中：为下属全资子公司

担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企业担保不超过 25 亿元

人民币。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预计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新纺联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住所 嘉定区安亭镇园国路 1188 号 

法定代表人 应芬 

主要经营业务 

汽车内饰件、纺织品来料加工及销售，仓储（除危险化学品），

自有房屋租赁，从事纺织品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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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

指标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 30,843.03 万元，负债

总额 8,770.19 万元，净资产 22,072.84 万元；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385.88 万元，净利润 1,417.48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8.43%。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1,319.27 万元，负

债总额 8,923.72 万元，净资产 22,395.55 万元； 

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493.54 万元，净利润 322.71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8.4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关联关系 被担保人新纺联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名称 上海汽车地毯总厂有限公司 

住所 松江仓桥乡松蒸路 

法定代表人 万玉峰 

主要经营业务 

汽车用地毯，长短丙纶丝，民用地毯；汽车内饰板材；汽车地毯

设备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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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

指标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 76,824.73 万元，负债

总额 48,383.35 万元，归母净资产 17,064.83 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3,810.19万元，归母净利润 758.25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62.98%。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8,577.48 万元，负

债总额 47,326.5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754.78 万元； 

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919.00 万元，归母净利润 1,679.4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0.23%。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关联关系 
被担保人申达进出口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60%

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为新纺联提供 2,000 万元担保 

公司与浦发青浦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新纺联自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18 日止的期间内，与浦发青浦支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

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所对应的全部授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协议名称 《最高额保证合同》 

签署时间 2020 年 3 月 19 日 

保证人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上海新纺联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青浦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 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2. 公司为汽车地毯总厂提供 1 亿元担保 



 

公司与浦发青浦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汽车地毯总厂自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18 日止的期间内，与浦发青浦支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

发生的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所对应的全部授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协议名称 《最高额保证合同》 

签署时间 2020 年 3 月 19 日 

保证人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上海汽车地毯总厂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青浦支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 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1 亿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为新纺联和汽车地毯总厂向银行提供的担保是子公司正常经营和

业务发展所需。其中，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汽车地毯总厂 60%股权，对其具有绝

对的经营控制权，汽车地毯总厂少数股东未实际参与其日常生产经营，故未按持

股比例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 2019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预计额度内；且上述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和全资子公司担保）

总额为 0.00 元、余额为 0.00 元，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含全资子公司年度

担保预计中尚未使用额度）为 114,809.62 万元、担保余额为 56,809.62 万元，对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含控股子公司年度担保预计中尚未使用额度）为

408,308.40 万元、担保余额为 238,855.78 万元（外币金额以 2020 年 3 月 19 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上述担保总额合计、担保余额合

计分别占公司 2018 年度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94%、89.83%。上述担保均未

逾期。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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