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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证券代码：000837              公告编号：2019-2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担保人名称：陕西秦川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

公司）、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机床）、陕西秦川设备

成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备成套）、陕西秦川物资配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物资配套）、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宝鸡仪表）、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机床）、秦川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川租赁）、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汉江工具）、江苏秦川齿轮传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秦川）、联合美国工业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美国）、宝鸡忠诚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诚机床）、宝鸡忠诚精密数控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精密数控）、陕西关中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关

中工具）、宝鸡忠诚精密零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诚精密零

件）、宝鸡泰恩制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恩制冷）、宝鸡忠诚

制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制药机械公司）、宝鸡忠诚铸造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铸造公司）、宝鸡忠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忠诚进出口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1、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进出口公

司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公司愿为进出口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 6000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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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子公司汉江机床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公司

愿为汉江机床提供总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

为壹年。公司持有汉江机床 76.46%股权，另外一名股东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汉江机床承诺以

16632 万元的固定资产（厂房、设备）、3368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合

计 20000万元的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设备成套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设备成套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壹年。公司持有设备公司 51%股权，另外一名股东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设备成套承诺以 5000

万元存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设备成套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4、公司全资子公司宝鸡仪表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宝鸡仪表提供总额不超过 26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壹年。宝鸡仪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5、公司控股子公司宝鸡机床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宝鸡机床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壹年。公司持有宝鸡机床 43.16%股权，另外三名股东宝鸡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公司、宝鸡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宝鸡

机床承诺以 14673 万元固定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控股子公

司宝鸡机床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公司同意忠诚机床为宝

鸡机床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

年。忠诚机床与宝鸡机床为互保单位。 

6、公司控股子公司物资配套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物资配套提供总额不超过 6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壹年。公司持有物资配套 95.45％股权，另外一名股东秦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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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物资配套

承诺以 7000 万元存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7、公司控股子公司秦川租赁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秦川租赁提供总额不超过 130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

保，期限为壹至叁年。秦川租赁其他股东未按照同比例担保，承诺以

其股权质押给我公司作为本次提供的反担保，秦川租赁承诺以拥有的

价值合计 5.5 亿元的租赁物设备及应收租赁款，以及融资后形成的租

赁物设备及应收租赁款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秦川租赁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 

8、公司控股子公司汉江工具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汉江工具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壹年。公司持有汉江工具 98.16%股权，另外一名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汉江工具承诺以 5346

万元的固定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9、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秦川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愿为江苏秦川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期限为壹年。 

10、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美国拟向 Comerica Bank 办理综合授信

业务，公司同意秦川美国工业公司为联合美国提供总额不超过 76.4

万美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 

11、宝鸡机床控股子公司忠诚机床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

务，公司同意宝鸡机床为忠诚机床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银行

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忠诚机床与宝鸡机床为互保单位。 

12、宝鸡机床控股子公司精密数控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

务，公司同意宝鸡机床为精密数控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银行

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宝鸡机床持有精密数控 51%的股权，另

外一名股东宝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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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担保，精密数控承诺以 1223 万元不动产对宝鸡机床提供反担

保。 

13、宝鸡机床控股子公司关中工具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

务，公司同意宝鸡机床为关中工具提供总额不超过 2500 万元的银行

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宝鸡机床持有关中工具 64.09%的股

权，另外三名股东宝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发重点

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和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

供相应担保，关中工具承诺以 3011.08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宝鸡机床

提供反担保。 

14、忠诚机床控股子公司忠诚精密零件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

信业务，公司同意忠诚机床为忠诚精密零件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忠诚机床持有忠诚精密零件

68.89%的股权，另外两名公司股东宝鸡忠诚铸锻有限公司、宝鸡忠诚

刃具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自然人股东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

保，忠诚精密零件承诺以 366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忠诚机床提供反担

保。 

15、宝鸡机床控股子公司泰恩制冷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

务，公司同意宝鸡机床为泰恩制冷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的银行授

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另外两名自然人股东李晓峰、陈春兰未按

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泰恩制冷承诺以 75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

和二期投资的固定资产 530万元对宝鸡机床提供反担保。 

16、宝鸡机床控股子公司制药机械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

信业务，公司同意宝鸡机床为制药机械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另外一名股东宝鸡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管理公司未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制药机械公司承诺

以 1280.32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宝鸡机床提供反担保。制药机械公司

资产负债率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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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宝鸡机床全资子公司铸造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业

务，公司同意宝鸡机床为铸造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的银行授

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 

18、忠诚机床全资子公司忠诚进出口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办理综合

授信业务，公司同意忠诚机床为忠诚进出口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200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壹年。 

（二）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关

于下属子公司互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达到上市规则 9.11 第（四）项规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且需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陕西秦川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8 月 

注册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贺民安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的产品除外) 

主要财务状况： 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2996 万元，负债总额 676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流动负债总额 6768 万元)，净资产 6228

万元，营业收入 24506 万元，利润总额 960 万元，净利润 719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2.08％，最新的信用等级为工行 A-。 

 

2、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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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 

法定代表人：赵甲宝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73 万元，我公司持股比例

76.46%；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54%。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精密螺纹磨床系列、精密测量仪器、

CNC 精密机床和滚动功能部件等系列产品及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77532 万元，负债总额 3310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9867 万元)，净

资产 44352 万元，营业收入 23965 万元，利润总额-2177 万元，净利

润-2010万元，资产负债率 42.70%，最新的信用等级为中行 A。 

 

3、陕西秦川设备成套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 月 

注册地点：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法定代表人：刘朝辉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为 3564 万元，我公司持股比例 51%，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9%。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公司产品售后服务；国内外知名机床类产品服务、代

理；国内外磨齿机设备维修、维护、翻新，改造、搬迁；国内外数控

设备及精大稀设备维护、维修、翻新、改造；专机设备的设计、制

造；机床附件、备件经营、制造；经营“二手”设备；提供技术服务

及机床再制造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1176 万元，负债总额 921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752 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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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万元，营业收入 1894 万元，利润总额-1191 万元，净利润-

1112万元，资产负债率 82.43%,最新的信用等级为长安银行 A。 

 

4、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 3 月 

注册地点：宝鸡市英达路 13 号 

法定代表人：陆强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仪表和电子衡器及系统的制造；配套产品

开发、来料加工、装配；机床配件、机电设备、电子设备；电子产品

的制造。主要产品有：传感器、压力表、电子衡器、特种压力表等。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0088 万元，负债总额 780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772 万元)，净资

产 2283 万元，营业收入 7625 万元，利润总额-214 万元，净利润-

19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7.37%,最新的信用等级为长安银行 AA-。 

 

5、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 8 月 

注册地点：宝鸡市高新区十四号 

法定代表人：李强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229 万元，我公司持股比

例 43.16%；宝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9.12%；宝鸡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总公司 2.24%；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5.38% 。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普通机床、平面磨

床、机床加工的研究制造及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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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1945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755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253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93506 万元），净资产为 76981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123738

万元，利润总额为 674 万元，净利润为 72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0.43%,最新的信用等级为中行 BBB+。 

 

6、陕西秦川物资配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6 月 

注册地点：宝鸡市渭滨区姜谭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贺民安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0 万元，我公司持股比例 

95.45%；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5%。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为公司精密齿轮磨床、塑料中空成型机、高精度

内外圆磨床、精密仪器仪表等产品生产制造提供配套物资采购、配送

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7066 万元,负债总额 1155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556 万元)，净资产

5510 万元，营业收入 43974 万元，利润总额 207 万元，净利润 15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71%,最新的信用等级为浦发银行 A-。 

 

7、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4 月 

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飞天路 588

号北航科技园 2号楼 B 座 502 室 

法定代表人：司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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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 万美元，我公司持股比

例 40%；均达升（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5%；西安航天基地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10%；深圳市中联文景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比例 5%。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187127 万元,负债总额

15542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939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3344

万元)，净资产 31702 万元，营业收入 8302 万元，利润总额 1778 万

元，净利润 137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06%,最新的信用等级为民生

银行 A。 

 

8、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0年 7 月 

注册地点：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宗营镇 

法定代表人：张天师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301.74 万元，我公司持股

比例 98.16%；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84%。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刃具、机床附件、五金工具、成套设备的生产、销

售；承办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的进口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49838 万元,负债总额 600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576 万元)，净资产

43838 万元，营业收入 24047 万元，利润总额 2056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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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 万元，资产负债率 12.04%,最新的信用等级为招商银行三级 A

档。 

 

9、江苏秦川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12 月 

注册地点：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健仁村 1幢合厂房幢（D） 

法定代表人：刘昱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齿轮传动零部件、机械设备、机床、刀具、工具及检

测设备件、液压件、液压系统、汽车零部件制造，机械加工，数控系

统及数控功能部件开发与制造，电机、电器、机电产品的设计、制

造、销售、维修、咨询服务，不动产租赁等。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22005 万元，负债总额 335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354 万元)，净资产

18651 万元，营业收入 6458 万元，利润总额-748 万元，净利润-6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15.24%。 

 

10、联合美国工业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4 月 

注册地点：美国密西根州伊普斯兰提市南绍斯菲尔德街 535 号 

法定代表人：龙兴元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 195 万元，我公司持股比例 

60%；秦川美国工业公司持股比例 40%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拉刀及刃磨、拉床及拉刀磨床制造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 5695 万元,负债总额 3663 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93 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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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万元，营业收入 2982 万元，利润总额-411 万元，净利润-2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32%。 

 

11、宝鸡忠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 12 月 

注册地点：宝鸡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李强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 12600 万元，宝鸡机床持股比例

53.17%，陕西凌云电器公司持股比例 1.59%，西安泰富西玛电机持股

比例 1.59%，西北永新化工公司持股比例 1.59%，陕西仁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2.06%。 

与本公司关系：宝鸡机床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柔性制造单元和自动化生插线、数控机床、金属切削

机床、机床附件等。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9532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682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4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3751 万元），净资产为 28498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103946 万

元，利润总额为-28 万元，净利润为 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70.10%。

最新的信用等级为浦发银行 A+。 

 

12、宝鸡忠诚精密数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6 月 

注册地点：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十一路 

法人代表人：张超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宝鸡机床持股比例

51%，宝鸡市国资公司持股比例 49%。 

与本公司关系：宝鸡机床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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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金属切削机床，机床附件、零备件、机械加工制造、

机床修理安装。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8828 万元，负债总额为

571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5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710 万

元），净资产为 3118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7694 万元，利润总

额为 70 万元，净利润为 5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68%。最新的信用

等级为浙商银行Ａ3 级。 

 

13、陕西关中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3 月 

注册地点：凤翔县科技工业园（关中路 34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利 

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 2017.78 万元，宝鸡机床持股比例

89.51%，宝鸡市国资公司持股比例 3.74%，秦川机床持股比例

6.75%。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金属切削工具，本企业自产产品、机电产品的制造

等。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232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79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8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9300

万元），净资产为 12477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10132 万元，利

润总额为 156 万元，净利润为 146 万元，资产负债率 46.38%。最新

的信用等级为长安银行 A级。 

 

14、宝鸡忠诚精密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8 月 

地    址：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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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亚强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2096 万元，忠诚机床持股比例 68.89%，宝

鸡忠诚铸锻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39%，宝鸡忠诚刃具有限责任公司持

股比例 0.95%，自然人持股比例 27.77%。 

与本公司关系：忠诚机床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零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来料加工、技

术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43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0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901 万

元），净资产为 2495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4849 万元，利润总

额为 116万元，净利润为 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43.24%。 

 

15、宝鸡泰恩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6 月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袁炜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2800 万元，宝鸡机床持股比例 51%，李晓

峰持股比例 33.7%，陈春兰持股比例 15.3%。 

与本公司关系：宝鸡机床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空调及压缩机的设计、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

的进出口贸易。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16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41 万

元），净资产为 933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1271 万元，利润总

额为 20万元，净利润为 22 万元，资产负债率 44.27%。 

 

16、宝鸡忠诚制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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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0年 11 月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十二路 

法定代表人：杨国安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宝鸡机床持股比例 90%，宝鸡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 10%。 

与本公司关系：宝鸡机床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制药工业专用设备、高端医疗设备、化工设备的设计

及制造；搪瓷设备、化工设备备件、机床备件的制造和销售；设备租

赁、房屋租赁、场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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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97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404 万

元），净资产为 2360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2532 万元，利润总

额为-202万元，净利润为-202 万元，资产负债率 75.85%。 

 

17、宝鸡忠诚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10 月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河工业园金诚路 1号 

法定代表人：高长利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1950万元，宝鸡机床持股比例 100%。 

与本公司关系：宝鸡机床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机床、工业泵、铸锻件的生产、研制及销售；铸锻件

加工；技术咨询及服务；房屋、设备、场地租赁；水电转售；铸锻件

原、辅材料的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23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9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49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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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资产为 873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6730 万元，利润总

额为 26万元，净利润为 2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13%。 

 

18、宝鸡忠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7 月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十四路 

法定代表人：李清耀 

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200万元，忠诚机床持股比例 100%。 

与本公司关系：忠诚机床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五金机械、五金

电器、仪器仪表、电子设备、食品的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预包装

食品的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展览展示服务、翻译服务等。 

主要财务状况：2018 年末资产总额为 173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9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097 万

元），净资产为 635 万元，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 11081 万元，利润总

额为 429万元，净利润为 32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3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进出口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6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进出口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担保无反担保。 

 

（二）为汉江机床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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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额度：人民币 13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汉江机床承诺以 16632 万元的固定资产（厂房、设备）、3368 万

元的土地使用权，合计 20000 万元的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为设备成套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2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设备公司承诺以 5000 万元存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为宝鸡仪表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26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宝鸡仪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担保无反担保。 

 

（五）为宝鸡机床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宝鸡机床承诺以 14673 万元的固定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六）为物资配套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6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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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配套承诺以 7000 万元存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七）为秦川租赁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1300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至叁年 

秦川租赁股东承诺以其股权质押给我公司作为本次提供的反担

保，秦川租赁承诺以拥有的价值合计 5.5 亿元的租赁物设备及应收租

赁款，以及融资后形成的租赁物设备及应收租赁款对我公司提供反担

保。 

 

（八）为汉江工具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2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汉江工具承诺以 5346 万元的固定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九）秦川美国工业公司为联合美国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担保额度：美元 76.4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联合美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担保无反担保。 

 

（十）忠诚机床为宝鸡机床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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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担保无反担保。 

 

（十一）宝鸡机床为忠诚机床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20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该担保无反担保。 

 

（十二）宝鸡机床为精密数控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10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精密数控承诺以厂房和办公楼共计 1223 万元不动产对宝鸡机床

提供反担保。 

 

（十三）宝鸡机床为关中工具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25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关中工具承诺以机器设备 3011.08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宝鸡机床

提供反担保。 

 

（十四）宝鸡机床为泰恩制冷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5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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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制冷承诺以 75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和二期投资的固定资产

530 万元对宝鸡机床提供反担保。 

 

（十五）宝鸡机床为制药机械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3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制药机械公司承诺以 1280.32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宝鸡机床提供

反担保。 

 

（十六）宝鸡机床为铸造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5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该担保无反担保。 

 

（十七）忠诚机床为忠诚精密零件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3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忠诚精密零件承诺以 366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忠诚机床提供反担

保。 

 

（十八）忠诚机床为忠诚进出口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人民币 1200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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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担保无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进出口公司、汉江机床、设备成套、宝鸡仪表、宝鸡机床、物资

配套、秦川租赁、汉江工具、江苏秦川、联合美国、忠诚机床、精密

数控、关中工具、忠诚精密零件、泰恩制冷、制药机械公司、铸造公

司、忠诚进出口公司 2018 年度授信期限即将到期，目前十八家公司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且均属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此次十八家公司申请的担保额度也在公司

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为保障上述子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十八家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我公司分别持有汉江机床 76.46%、宝鸡机床 43.16%、物资配套

95.45%、秦川租赁 40%、设备成套 51%、汉江工具 98.16%、联合美国

60%。汉江机床、宝鸡机床、物资配套、秦川租赁、设备成套、汉江

工具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汉江机床承诺以 16632 万元的固定资产（厂房、设备）、3368 万

元的土地使用权，合计 20000 万元的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设备公司承诺以 5000 万元存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宝鸡机床承诺以 14673 万元的固定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物资配套承诺以 7000 万元存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秦川租赁股东承诺以其股权质押给我公司作为本次提供的反担

保，秦川租赁承诺以拥有的价值合计 5.5 亿元的租赁物设备及应收租

赁款，以及融资后形成的租赁物设备及应收租赁款对我公司提供反担

保。 

汉江工具承诺以 5346 万元的固定资产对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宝鸡机床与忠诚机床为互保单位。 



21 

 

精密数控承诺以厂房和办公楼共计 1223 万元不动产对宝鸡机床

提供反担保。 

关中工具承诺以机器设备 3011.08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宝鸡机床

提供反担保。 

泰恩制冷承诺以 75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和二期投资的固定资产

530 万元对宝鸡机床提供反担保。 

制药机械公司承诺以 1280.32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宝鸡机床提供

反担保。 

铸造公司为宝鸡机床全资子公司，无反担保。 

忠诚精密零件承诺以 366 万元自有固定资产对忠诚机床提供反担

保。 

忠诚进出口公司为忠诚机床的全资子公司，无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80000 万元，公司

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2184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

保总额 298400 万元，占 2018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16.84%，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32.95%，截至目前，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