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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股份”、“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9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 2019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2 亿元以及增加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10.3 亿元（含为并购贷款提供的担保），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情况如

下： 

一、 增加授信并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一） 已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授信及情况概述 

公司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及《关于 2019 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以

及《关于 2019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

2018-084），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金额 12.947 亿元，拟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947 亿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

贷款的议案》，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6 亿元并购贷款，贷款期限不超

过 7 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本次并购贷款授信

额度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公司 2019 年度

经审批的授信总额度为 18.947 亿元。 

（二） 本次拟新增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拟新增授信情况概述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融

资担保需求，公司在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公司拟

增加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2 亿元，综合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

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资产收购贷款等）、流动资金贷款（含外币）、中长期贷款、

信用证、保函、内保外贷、外保内贷、银行票据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最终以公司及

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授信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信额度在授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次增加授信额度事项经审议批准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增加至人民币 20.147 亿元。 

2、本次拟新增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申请增加对外担保额度共计

10.3 亿元，新增担保额度用于公司与下属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或者下属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本次新增担保主要用于申请并购贷款及公司日常经营贷



款事宜，担保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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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额度有效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控股子公司也可以在上述担保

额度内使用。若该笔增加担保事项经审议批准后，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的总

额度为 23.247 亿元。 

3、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对公司业务发展情况的预测，为确保满足公司生产

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提供担保的灵活性，基于未来可

能的变化，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调配，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三） 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董事会审

议担保事项时，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因本次新增

担保后，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本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事项审议通过。 

二、担保及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名称：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9 年 8 月 19 日 

注册地点：广东省开平市三埠区港口路 10 号 19 幢 

法定代表人：石松山 

注册资本：1,595,678,796.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轨道交通设备产品的生产制造与销售。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508,358.12 万元，负债总额

79,712.4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483.5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6,467.23

万元），净资产 428,645.63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3,129.34 万元，

利润总额 18,949.23 万元，净利润 13,335.44 万元。 

（2）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503,223.66 万元，负债总额

62,334.9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8,814.8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9,089.67

万元)，净资产 440,888.72 万元，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4,755.35

万元，利润总额 16,481.86 万元，净利润 13,925.44 万元。 

3、2019 年度华铁股份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 

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名称：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2 年 4 月 5 日 



注册地点：青岛市四方区万安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石松山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开发、设计、生产加工铁路机车车辆用机电产品、机车车辆配件及零

部件、船用、陆用环保产品及零部件;安装及销售自产产品;进出口相关配件产品

和技术;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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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

达设备”）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2、公司与被担保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亚通达设备资产总额 193,003.89 万元，负

债总额 124,606.7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840.3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20,606.71 万元），净资产 68,397.18 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9,763.99 万元，利润总额 23,983.69 万元，净利润 21,006.40 万元。 

（2）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亚通达设备资产总额 195,281.95 万元，负债

总额 45,060.5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171.5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2,197.49 万元)，净资产 150,221.37 万元，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6,986.62 万元，利润总额 16,184.55 万元，净利润 14,685.96 万元。 

4、2019 年度亚通达设备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 

5、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人名称：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29 日 

注册地点：青岛市高新区科荟路 307 号 

法定代表人：石松山 

注册资本：5,3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铁路机车车辆用机电产品,机车车辆配件及零部件以及相关

服务、环保节能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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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通达制造”）为亚通达设备的全资子公司，亚通达设备为华铁股份的全资孙公司。 

2、公司与被担保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3、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亚通达制造资产总额 80,777.29 万元，负债

总额 44,366.4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643.2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1,754.86 万元），净资产 36,410.8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3,808.50

万元，利润总额 11,284.70 万元，净利润 8,465.37 万元。 

（2）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亚通达制造资产总额 84,966.59 万元，负债总

额 45,716.1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643.2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4,072.86 万元)，净资产 39,250.45 万元，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1,221.50 万元，利润总额 2,685.50 万元，净利润 1,627.67 万元。 

4、 2019 年度亚通达制造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 

5、 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批准额度内签订担保合同。具体担保金额、担

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实施，具体以有关主体与金融机构（银行等）实际

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增加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事项是为了满足

公司战略并购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主营业务的稳

定。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增加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增加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战

略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的

授信及担保资源，解决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能

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财务风险可控。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会

【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23.247亿元（占公

司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54.7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余额为12.372亿元（占上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9.15%）。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事项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