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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编号：2020-078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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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4月 26 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20 年 5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了《关于 2020 年度授信规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2020年度公

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81.55 亿元人民

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及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温岭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3100520200020373）。

公司为农业银行温岭支行与全资子公司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利欧浙泵”）之间自 2020 年 5月 19日起至 2022 年 5月 18日期间办理约定的

各类业务所形成全部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债权的最高余

额为 2.70 亿元人民币。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温岭支

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0420200515601）。公司为交通银行温岭

支行与利欧浙泵之间自 2020 年 5月 27日至 2021年 5月 2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

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 1.00 亿元人民币。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中路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广中路支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上海银行广中路支行与全资子公司上海

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胜万合”）之间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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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 日止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主债权限额为

1.20 亿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 

法定代表人：颜土富 

注册资本：69,369.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机制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模具制造；金属工具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水资

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农林

牧渔机械配件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器辅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农业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劳动保

护用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泵及真空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

阀门和旋塞销售；模具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林、牧、

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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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 

2019 年，利欧浙泵实现营业收入 1,837,255,120.48 元，净利润 215,236,933.00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利欧浙泵资产总额为 2,591,300,596.34 元，净资产

为 1,549,814,874.39 元。（上述数据为合并数据） 

2、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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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1 号 6幢 115 室 

法定代表人：郑晓东 

注册资本：17,0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营销策划，广告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除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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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 

2019 年，聚胜万合实现营业收入 3,157,377,473.63 元，净利润 13,444,879.50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聚胜万合资产总额为 1,867,456,427.95 元，净资产

为 243,716,792.99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A.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3100520200020373） 

保证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 

债务人：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1、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1.1 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

额折合人民币（大写金额）贰亿柒仟万元整。外币业务按本条第（1）项约定的

业务发生当日卖出价折算。 

（1）债权人自 2020 年 5月 19 日起至 2022 年 5月 18 日止，与债务人办理

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上述业务

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

商业汇票承兑、出口押汇； 

（2）债权人与债务人已形成的下列主合同项下尚未受偿的债权本金及其相

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其中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按相应的主合

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受偿之日止：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尚未受偿本金 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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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3010120190025469 40,000,000.00 人民币 

国际贸易融资合同 33062020190000557 3,000,000.00 美金 

国际贸易融资合同 33062020190000515 3,000,000.00 美金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33180120190012479 1,574,570.52 人民币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33180120190012480 4,702,435.39 人民币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33180120190012483 6,583,921.12 人民币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33180120190015230 1,570,335.00 人民币 

（表中栏目不够填写而增加的附表，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1.2 本合同所担保的每笔业务的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

文书或者凭证为准。 

1.3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或者

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 

1.4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发生的业务，币种不限，保证人按原

币种承担担保责任。 

2、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

务利息和延迟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3、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

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4、保证期间 

4.1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4.2 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起二年。 

4.3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4.4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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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4.5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

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B.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中路支行 

债务人：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1、主债权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本合同第 8.1条所列债务人在本合同

第 8.2 条约定的债权发生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合授信、

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贴现、透支、保理、拆借和回购、贷款承诺、保证、

信用证、票据承兑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以下均简称“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

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款等）。 

本合同生效前已存在的，由本合同第 8.3 条约定的债权纳入本合同担保的债

权范围。 

2、债权发生期间 

债权发生期间以本合同第 8.2条的约定为准，即自 2020 年 6月 1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 日止。 

3、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限额以本合同第 8.4 条的约定为准。 

主债权余额=已经发生的主债权累计额－已经偿还的主债权累计额。 

若主债权为本外币混用的授信，则主债权最高余额系指等值人民币余额。 

4、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本合同项下第 1 条项下主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 

5、保证方式 

保证人就被担保债权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担保的范围 

6.1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第 1 条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赔偿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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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应由债务人及

担保人承担的公证费、登记费、保险费等和债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

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

户费、差旅费等）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6.2 保证担保的范围若超出本合同第 3 条规定的最高主债权限额保证人仍应

承担担保责任。 

6.3 若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应当缴纳保证金，但债务人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

的，保证人有义务代为缴纳。 

7、保证期间 

7.1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

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成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

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 年。因债务人违约，

债权人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 

7.1.1 贷款、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

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 

7.1.2 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

定的付款日。 

7.1.3 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到期日。 

7.1.4 若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

展期到期日，若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宣布的提前到期日。 

7.2 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缴纳之日起 2 年；若债权人分次要求的，则为每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 2

年。 

7.3 部分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人均有权要求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8、具体约定 

8.1 债务人：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8.2 债权发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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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 日止。 

8.3 其他纳入本合同担保债权范围的： 

本合同生效前已签署生效的编号为 240200037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

债权纳入本合同担保的债权范围。 

8.4 最高主债权限额：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万元。 

C.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0420200515601） 

保证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债务人：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1、主债权 

1.1 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有多个主合同的指全部主合同，下同）

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

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

出款融资、出口押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货款、

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

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证，下同）

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

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本合同约定的银行授信业务，是指银行向客户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对客

户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前述列

明的任一项、多项业务或其他名称的业务。 

1.2 任一笔主债权本金的币种、金额、利率和债务履行期限等具体内容由债

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在主合同（包括主合同下额度使用申请书和/或债权人和债务

人双方签署的其他名称的文件，额度使用申请书和其他名称的文件在本合同中合

称“额度使用申请书”，下同）中具体约定。 

按照本合同第 3.2 条约定提供最高额保证的，主合同的额度是否可以循环使

用、额度的用途、每次使用额度时的具体用途以及授信期限等均由债权人和债务

人双方在主合同中具体约定，对于按照第 3.2条的约定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在第

3.2 条约定的期间内发生的主债权均受本合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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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照本合同第 3.2 条约定，保证人为债务人提供最高额保证的，使用本

款以下约定。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在全部主合同下最后一笔主债权的发生日（“主

债权确定日”）确定。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取消全部授信额度的，取消全部授信额

度之日为主债权确定日。 

主债权确定日当日及之前发生的主债权及其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

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第 2.2

条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属本合同保证的范围。 

主债权的发生指债权人发放贷款、融资款、透支款或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担保函或备用信用证。 

1.4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享有的债权的实际金额无论低于还是高于本合同约

定的最高债权额，均不影响保证人根据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2、保证责任 

2.1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2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2.3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

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

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

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2.4 根据第 3.2 条约定提供最高额保证的，对本合同签订前已签订的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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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保证人已认真阅读了主合同，并确认了所有条款。对本合同签订后将签署的

主合同，保证人同意，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签订主合同无需通知保证人或征得保

证人同意，保证人将自行联系债务人提供相关文件。 

2.5 根据第 3.2 条约定提供最高额保证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更主合同的，

包括但不限于变更主合同额度金额、授信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利率及其他条款，

无需通知保证人或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但是，对于

第 3.2条，无论主合同发生何种变化，保证人对发生在第 3.2条约定期间内的主

债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2.6 本合同双方特别约定如下：本合同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或其有关

条款无效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对债务人在主合同无效后应承担的返还责任和

/或赔偿责任，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2.7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是一项持续性保证，对债务人的全部或部分被担保责

任的任何部分付款或清除不应被视为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被解除，保

证人仍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3、担保的主合同 

3.1 被担保的债务人为：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3.2 本合同提供的担保适用以下约定：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在 2020 年 5 月 27日至 2021年 5月 20日期间签订

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

和：①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本款

所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指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

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②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

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第 2.2 条约定

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前款所称主合同指：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本金余额是指以下任一或两项之和： 

i 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发放且债务人尚未偿还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

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本金之和； 

ii 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开立且仍有效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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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之和以及债权人在前述银行授信业务项下已垫付且债务人尚未偿付的金额之

和。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开展

业务，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担保

风险较小并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38,215.67万元，均

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19年度合并报

表）的4.7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3100520200020373） 

4、《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0420200515601） 

5、《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