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128        证券简称：中国电研        公告编号：2019-005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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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此次对外担保计划的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共计8家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5家，非全资控股子公司3家。被担保方中无

公司关联方。 

 2020年度计划签署担保合同不超过13.1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不

超过12.1亿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不超过1亿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

实际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28,750.40万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

853.80万元 

 本次担保计划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无反担保。 

 本次担保计划中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其他股东按所享有

的权益向金融机构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公司提供超出股比部分，其他股东按所

享有的权益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反担保，并由被担保公司支付担保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12 月 9 日，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电研”）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为确保公

司生产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2020 年度公司将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 15 亿元。为确保获得授信，计划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13.1 亿元，

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不超过 12.1 亿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不超过 1 亿

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受金融机构审批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对于金融

机构接受股东按出资比提供担保的，公司及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

例担保；对于金融机构不接受前述担保方式的，由公司提供担保，对于超出股比

部分，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反担保，并由被担保公司支

付担保费用。具体如下： 

（一）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二）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对 2020 年度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因此，为保证生产

经营实际需求，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对外担保的灵活性，基于未来可能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担保额度 

中国电研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 1,000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40,000 

广州擎天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30,000 

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0,000 

合计 121,000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担保额度 

中国电研 

广州擎天德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00 

广州擎天恒申智能化设备有限公司 3,000 

安徽擎天伟嘉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10,000 



的预计基础变化，在确认被担保方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或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时，可

以在上述全资子公司或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担保计划均是为全资子公司或

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因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全资子公司 

1.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萝岗区天泰一路 3号 

法定代表人 秦汉军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质量技术服务，包括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和其他技

术服务等。 

股东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36,844.07 36,944.55 

负债总额 15,857.61 20,663.99 

资产负债率 43% 56% 

营业收入 34,333.40 38,811.11 

净利润 9,687.19 8,117.30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2.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泰一路 3号一号楼南四、五楼 

法定代表人 秦汉军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质量技术服务，包括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和其他技

术服务等。 

股东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1,955.45 2,102.32 

负债总额 761.58 1,490.35 

资产负债率 39% 71% 

营业收入 3,431.35 3,931.05 

净利润 581.90 311.30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3.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裕丰路 16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君光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家电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电气控制设备制造业务 

股东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146,654.53 171,406.37 

负债总额 98,909.48 130,004.71 

资产负债率 67% 76% 

营业收入 135,308.57 177,650.50 

净利润 6,456.49 4,303.61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4.广州擎天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擎天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裕丰路 16 号 B1 栋 

法定代表人 陈传好 

经营范围 
属于智能装备板块，主要从事家电生产线生产和试验装置

生产和销售等 

股东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23,989.88 20,953.83 

负债总额 21,492.97 18,446.58 

资产负债率 90% 88% 

营业收入 36,777.76 50,280.29 

净利润 -10.33 138.40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5.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裕丰路 16 号 1 栋 

法定代表人 张捷 

经营范围 
属于环保涂料及树脂板块，从事聚酯树脂和粉末涂料、水

性涂料的生产和销售 

股东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62,883.37 67,474.41 

负债总额 40,768.15 48,684.53 

资产负债率 65% 72% 

营业收入 56,024.60 90,358.20 

净利润 3,323.16 1,794.25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 
- 是 



（二）非全资控股子公司 

1.广州擎天德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擎天德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 106 国道清布段 1 号整栋（部位：2 

栋之一）（可作厂房使用） 

法定代表人 吴汉龙 

经营范围 属于智能装备板块，主要从事家电生产线中的输送线研制 

股东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51%，吴汉龙 40%，方文

权 5%，陈创伟 4% 

 
2019年 9月 30日/ 

2019 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3,984.81 3,357.26 

负债总额 2,736.94 2,170.42 

资产负债率 69% 65% 

营业收入 3,763.71 5,379.21 

净利润 61.03 207.7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2.广州擎天恒申智能化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擎天恒申智能化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花港大道自编 20 号（可作厂房使

用） 

法定代表人 黄元申 

经营范围 属于智能装备板块，生产部分智能设备 

股东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51%，黄元申 24.5%，

林志斌 24.5% 

 
2019年 9月 30日/2019 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日/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2,257.66 1,469.07 

负债总额 644.20 865.05 

资产负债率 29% 59% 

营业收入 1,511.32 2,311.08 

净利润 9.44 102.5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3.安徽擎天伟嘉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擎天伟嘉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 

法定代表人 王一风 

经营范围 

属于智能装备板块，主要生产家电成套智能装备及配套，

包括智能钣金生产线、智能发泡生产线和智能真空成型生

产线等 

股东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51%，王一风 10.25%，

李志中 9.5%，徐如才 8.75%,王建国 8%,黄梅 3%,张翠琴 3%,

沈志斌 2.75%,张小磊 2.25%,陈风海 1.5%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8,281.55 5,661.99 

负债总额 6,499.79 4,001.80 

资产负债率 78% 71% 

营业收入 4,062.04 5,959.31 

净利润 121.57 327.68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不存在 不存在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审计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 是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签订相关协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获取授信额度的需要。公司为充分利用不同金融机

构的业务特点，便利公司票据、保函、信用证开具等业务，降低相关成本，增加

办理相关业务金融机构的选择，公司及子公司拟争取更多金融机构的授信。被担

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正常、持续经营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未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同意

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 13.1 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不超过

12.1 亿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不超过 1 亿元；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公

司及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向金融机构提供同等比例担保，公司提供超出股比

部分，由其他股东提供对应反担保，并由被担保公司支付担保费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是基于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

生产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拟核定

的2020年度担保计划额度是对公司及各子公司 2020年度开展业务需要提供担保

情况进行的合理预估，计划内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正常、持续经营的子公

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公司将在提供担保后密切关注被担保方的生产经营情况

及财务状况，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财产、

资金安全。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各子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

益，同时也符合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

划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08,271.00万元,其中

公司与所属全资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104,700.00 万元，公司对非全资控股子

公司担保 3,571.00 万元。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 99.03%，95.77%，3.2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 42.37%，40.97%，1.4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1.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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