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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ST 融捷               公告编号：2020-064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拟于 2021 年度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基于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2021 年度公司拟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锂业”）、

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华锂”）、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德瑞”）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3 亿元。上述三家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70%。 

其中，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长和华锂（公司控股 80%）和东莞德瑞（公司控

股 65%）提供的担保，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本次担保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

此额度内予以确认实际担保数额、签署担保相关文件等，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于 2021 年度内签订担保合同有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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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明细如下表：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融达

锂业 
100% 56.53% 

4,700

万元 

30,000

万元 
54.87% 

否 

长和

华锂 
80% 27.29% 0 万元 否 

东莞

德瑞 
65% 48.83% 

2,000

万元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融达锂业 

名称 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斌 

注册资本 30,000 万人民币 住所 
康定县新城新天地四区 6 栋 1

单元 6-3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33217779122288 成立日期 2005 年 7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开采、选取锂辉石矿；加工和销售锂精矿、铍精矿、钽铌精矿及锂的深加工

产品（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范围不得经营） 

最近一年一

期的主要财

务数据（单

位：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6,343.56    46,215.46  

净资产 24,493.52    25,382.91  

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4,237.76    18,061.90  

或有事项总额 0.00  0.00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092.09    5,698.10  

利润总额 -1,176.41    -1,560.14  

净利润 -1,003.12    -1,678.54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权结构 

 

 

 

注：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长和华锂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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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康 

注册资本 5,699 万人民币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四川都

江堰经济开发区凤鸣路 2 号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81663010701E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电池碳酸锂、高纯碳酸锂、磷酸铁锂、锰酸锂、氯化锂产品的研究、生产和

销售(不含危险品) 

最近一年一

期的主要财

务数据（单

位：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416.77 7,964.52 

净资产 5,392.89 5,713.06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23.88 2,251.46 

或有事项总额 0.00 0.00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5,511.12 12,130.69 

利润总额 -398.45 -472.52 

净利润 -313.80 -346.5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权结构 

 

 

 

注：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东莞德瑞 

名称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国强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住所 
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东城科技

工业园同辉路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1900568282290N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精密设备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机械设

备零配件加工和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最近一年一

期的主要财

务数据（单

位：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502.94    14,067.78  

净资产 8,955.89    9,490.86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547.04    4,576.92  

或有事项总额 0.00  0.00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四川兴鼎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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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6,282.75    12,483.70  

利润总额 -713.48    -4,226.88  

净利润 -534.97    -3,459.14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权结构 

 

 

 

注：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均在 70%以下的三家子公司的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3 亿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 2021 年

度内签订担保合同有效。 

担保协议目前尚未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视子公司融

资需求进行签署，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供担保额度主要是为满足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自身生产经营和

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业务开展和资金筹措，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本次公司为融达锂业（公司控股 100%）、长和华锂（公司控股 80%）、东

莞德瑞（公司控股 65%）提供担保，其中长和华锂和东莞德瑞的其他股东未按持

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上述三家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同意本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3 亿元，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65% 

深圳市比亚迪 

锂电池有限公司 

广州德瑞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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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经核查，公司本次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的经营发展和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担保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2、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我们对该议案投了赞成票，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后，公司对子公司累计审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8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6,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5%。 

除上述提供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