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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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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永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科技”）、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春兴铸造”）拟为公司、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迈特”）、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春兴精工（常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春兴”）、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

保理”）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工业园区永达科技有限公司拟以名下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

路120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为公司、苏州迈特、春兴铸造、常熟春兴、春

兴保理向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牵头的银团用信（指人

民币/外币贷款业务、减免保证金开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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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押汇等业务，下同）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

债权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陆仟伍佰壹拾柒万元。 

全资子公司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拟以名下位于苏州工业园区

唯亭镇金陵东路1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为公司、苏州迈特、春兴铸造、常

熟春兴、春兴保理向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牵头的银团

用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陆佰伍拾伍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已经永

达科技、春兴铸造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 9 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袁静 

注册资本：112,805.7168万元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浦田路 2号 

经营范围：通讯系统设备、消费电子部件配件以及汽车用精密铝合金构件及

各类精密部件的研究与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LED芯片销售、LED技术开发

与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工程、城市亮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

自营或代理以上产品在内的各类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9,367,073,463.87 8,054,208,041.26 

总负债 6,645,029,789.96 5,149,170,207.00 

净资产 2,722,043,673.91 2,905,037,834.26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74,983,660.70 7,261,653,397.90 

营业利润 -221,228,699.52 56,980,467.75 

净利润 -182,361,310.17 31,593,809.94 

2、被担保人名称：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 08 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吴永忠 

注册资本：1,300万美元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金陵东路 120号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维修地面无线通讯设备及其子系统（不涉及国家限

制类产品），销售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共持有苏州迈特 100%的股权。苏州迈特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20,922,346.23 1,728,171,511.76 

总负债 1,802,993,070.05 1,399,552,420.51 

净资产 317,929,276.18 328,619,091.25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8,736,597.03 1,071,573,647.74 

营业利润 -15,962,677.98 31,961,421.90 

净利润 -10,688,609.38 29,115,991.12 

3、被担保人名称：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2 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王凯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注册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 120号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各类机械配件、压铸件、冲压件，并提供相关服务。 

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共持有春兴铸造 100%的股权，春兴铸造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65,284,693.67 405,206,492.24 

总负债 239,335,094.54 282,101,451.94 

净资产 125,949,599.13 123,105,040.30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306,021.44 180,192,584.61 

营业利润 4,079,190.93 20,688,709.20 

净利润 2,844,558.83 14,129,155.04 

4、被担保人名称：春兴精工（常熟）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10 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贡华祥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常熟市尚湖镇翁家庄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高导热石墨片开发、生产及销售；电子材料及其设备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热管理及电瓷屏蔽技术开发；通讯设备、电子配件、镁铝合金结构件及

塑胶件生产加工；电子材料及其设备开发与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房屋租赁。 

公司直接持有春兴常熟 100%的股权，春兴常熟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69,913,918.29 455,817,338.50 

总负债 342,104,392.00 318,456,438.87 

净资产 127,809,526.29 137,360,899.63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787,945.41 162,469,831.44 

营业利润 -9,489,785.60 -12,115,485.29 

净利润 -9,551,373.34 -12,160,988.67 

5、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07 月 06日 

法定代表人：单兴洲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269号融盛商务中心 1幢 1204-1211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

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

企业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春兴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春兴保理 100%的股权，

春兴保理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39,326,752.77 212,757,066.95 

总负债 111,846,558.15 141,181,837.89 

净资产 27,480,194.62 71,575,229.06 

项目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34,484.69 12,937,638.53 

营业利润 -58,776,613.50 5,204,179.77 

净利润 -44,095,034.44 3,961,801.51 

前述被担保对象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2、担保期限：6 年 

3、担保金额：永达科技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陆仟伍佰壹拾柒万元；春兴

铸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陆佰伍拾伍万元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

合同约定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

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211,832.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7.30%，

占总资产的 26.3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11,262.8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7.09%，占总资产的 26.23%，其中公司对控股/全资子公司

的担保余额为 105,518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9,500万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表外担保余额为 97,244.80万元（含对华信科相关担保）。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

担损失。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