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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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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计划尚须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经销商、本公司客

户。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工作顺利开展，公司计划在 2019 年度对

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提供 7 亿元额度的担

保、对全资子公司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三重”）提供 2.1

亿元的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为全资子公司厦工

机械（焦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焦作”）提供 3 亿元的担保：为厦工国贸的全

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香港”）提供 8,000 万美元一年

期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按照工程机械行业通行销售模式，公司为本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或经销商所在地城市商业银行等申请按揭贷款方式所售工程机械回购提供总

额为 1亿元的担保；以库存工程机械合格证为本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申请 6个月

以内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提供 3亿元回购担保，额度有效期一年。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销售渠道，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加快资金回笼，公司与厦门海

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租赁”）签订《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及回购担保框

架协议》：由海翼租赁为信誉良好、经海翼租赁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2 

关系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若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经销商需承担回购担保责

任，若经销商未对达到回购条件的业务进行回购的，公司需承担回购担保责任，回购

担保额度不超过 4.8亿元，该担保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单笔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书。 

公司并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租赁”）开展合作，由国银

租赁为信誉良好、经国银租赁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提供融

资租赁业务。若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经销商需承担回购担保责任，若经销商未对达

到回购条件的业务进行回购的，公司需承担回购担保责任，回购担保额度不超过 3.8亿

元，该担保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单笔担保期限不超过四年，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南路 801号 

法定代表人：黄聪红 

注册资本：6,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农业机械批发；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

摩托车批发；摩托车零配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糕点、

糖果及糖批发；食盐的批发；调味品批发（不包括盐的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

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糕点、面包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

品零售；粮油零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饲料批发；棉、麻批发；林业产品批发；其

他农牧产品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

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家用电器批发；其

他家庭用品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石油制品批发（不

含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

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建材批发；化肥批发；

谷物仓储；棉花仓储；其他农产品仓储；机械设备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黄金

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厦工国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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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工国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44,792.11 50,051.16 

银行贷款 2,270.00 2,339.00 

流动负债 35,194.89 40,399.60 

负债总额 35,290.03 40,399.60 

净资产 9,502.08 9,651.56 

项目 2018 年 1-12月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81,830.25 12,764.84 

净利润 632.32 92.22 

2.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 

法定代表人：陈天生 

注册资本：4,41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零件的加工、制造、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件的制造、销售；

再生物资回收；汽车销售（除乘用车）；工程设备租赁；设备安装（限本企业产品）；经

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房屋租赁、场地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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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工三重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三重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45,251.49 45,407.04 

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 15,030.51 15,162.55 

负债总额 16,545.91 16,514.47 

净资产 28,705.58 28,892.57 

项目 2018 年 1-12月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6,833.07 7,996.82 

净利润 -2,846.72 186.98 

3.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焦作高新区神州路 33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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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洪家庆 

注册资本：4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产品及其配件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销售工程机械用润滑油；工程机械产品

租赁；销售制动液、防冻液（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服务；

物料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 

厦工焦作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焦作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日 

总资产 75,667.70 83,153.33 

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 11,438.31 19,288.72 

负债 26,106.93 33,843.61 

净资产 49,560.77 49,309.72 

项目 2018 年 1-12月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4,296.93 10,900.43 

净利润 -3,082.96 -251.05 

4.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    

法定代表人：陈天生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工程机械及其零配件 

厦工香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日 

总资产 13,447.37 13,584.75 

银行贷款 0.00 0.00 

流动负债 10,321.57 10,111.04 

负债 10,321.57 10,111.04 

净资产 3,125.79 3,4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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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12月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3,161.12 3,183.95 

净利润 76.31 347.92 

三、计划担保额度情况 

（一）为下属企业提供的担保 

1.根据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如下额度的担保

（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如下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控股比例 担保额度 2019年预计担保时间期限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70,000 一年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100% 16,000 一年 

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 100% 30,000 一年 

2.为厦工国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8,000万美元一年期贸

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开展按揭和承兑授信业务额度 

1.根据本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订《工程机械按揭合作协议》：在“借款人（最

终用户）所购工程机械抵押+制造商及经销商对按揭贷款方式所售工程机械回购保证”

模式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可对购买本公司产品的最终用户提供工程机械价款的最高八

成、期限最长为 36个月的按揭贷款，按揭贷款授信总额 10,000万元。 

本公司经销商为借款人贷款提供回购保证，经销商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由本公司

履行回购义务；同时本公司经销商向本公司为借款人提供的回购保证提供反担保。 

2.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等银行签订的协议，为本公司经销商提供 6个月以内

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授信额度为 30,000 万元，以“制造商库存工程机械合格证

回购担保”+“经销商保证金担保”方式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保证。 

（三）关于公司为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额度 

由海翼租赁和国银租赁为信誉良好、经海翼租赁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若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经销商需承担回购

担保责任，若经销商未对达到回购条件的业务进行回购的，公司需承担回购担保责任，

回购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 4.8亿元和 3.8亿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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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事前意见，认为：经我们审慎查验，公司能够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

在 2019 年度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合法可行；2019 年公司为经

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2019年公司为销售产品向客户提

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拓宽公司销售渠道。上述担保额

度计划是必要的，担保主要内容符合相关规定，也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精神，且有

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

于实现共同发展，合法可行；2019年公司为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

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

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计划，但公司需注意在实

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计划的议案》。监事会认为：2019 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为全资子公司厦工国贸、

厦工三重、厦工焦作，厦工国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香港提供授信额度担保，为公司经销

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为客户向海翼融

资和国银租赁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担保，合法可行，有利于实现公司和经销商的

共同发展。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

施。同意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计划。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年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总

额为 18,372.34万元，至年末担保余额为 10,806.38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全年累计担

保总额为 84,584.30 万元，至年末实际担保余额 36,902.50万元，未发生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厦工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事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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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