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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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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12月25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孙公司核定2021年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

度授权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额度情况概述 

（1）根据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孙公司

提供2021年担保额度拟设定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被担保对象

与公司关系 

公司持股

比例（%） 

拟设定担保

额度（万元） 

1 春兴精工 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000 

2 春兴精工 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30,000 

3 春兴精工 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20,000 

4 春兴精工 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全资孙公司 100 5,000 

5 春兴精工 春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 10,000 

6 春兴精工 凯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2 40,000 



 

合 计 206,000 

上述担保额度子（孙）公司可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下使用：在向金融/

类金融机构申请和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向供应商采购货物时使用供应商信用额度

及信用账期、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外投标等日常经营需要、开具履约保函、提

供反担保等，公司将在上述额度内为子（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

额度授权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具体担保条款在实际担保业务发生时，由相

关方协商确定，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的具体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

件。 

（2）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拟设定2021年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拟设定担保

额度（万元） 

1 春兴铸造（苏州工业园区）有

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20,000 

2 惠州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20,000 

3 春兴精工（常熟）有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20,000 

合 计 60,000 

上述担保额度子公司可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下使用：在向金融/类金融

机构申请和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向供应商采购货物时使用供应商信用额度及信用

账期、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外投标等日常经营需要、开具履约保函、提供反担

保等，公司子公司将在上述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额度授

权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具体担保条款在实际担保业务发生时，由相关方协

商确定，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的具体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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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0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49,916,455.10 405,206,492.24 

总负债 122,090,226.32 282,101,451.94 

净资产 127,826,228.78 123,105,040.30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12,930,139.76 180,192,584.61 

营业利润 6,216,965.52 20,688,709.20 

净利润 4,721,188.48 14,129,155.04 

2、被担保人名称：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1月02日 

法定代表人：郭勇 

注册资本：13,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金寨现代产业园区马鬃岭路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维修地面无线通讯设备及其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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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 

公司直接持有金寨春兴100%股权，金寨春兴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97,083,995.89 301,533,213.08 

总负债 670,213,187.55 284,859,551.78 

净资产 26,870,808.34 16,673,661.30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464,725,002.32 291,286,363.87 

营业利润 10,060,268.73 -2,410,204.88 

净利润 10,197,147.04 -2,381,064.1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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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0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93,386,373.75 1,728,171,511.76 

总负债 1,883,108,078.47 1,399,552,420.51 

净资产 310,278,295.28 328,619,091.25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94,049,697.79 1,071,573,647.74 

营业利润 -28,043,297.31 31,961,421.90 

净利润 -18,339,590.28 29,115,991.1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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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雅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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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0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40,628,165.91 212,757,066.95 

总负债 113,490,445.80 141,181,837.89 

净资产 27,137,720.11 71,575,229.06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484,653.55 12,937,638.53 

营业利润 -59,203,323.77 5,204,179.77 

净利润 -44,437,508.95 3,961,801.51 

5、被担保人名称：春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单兴洲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集中辅助区三层318

室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管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苏州春兴投资有限公司及香港炜舜国际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春兴融资 100%的股权，春兴融资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0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48,468,214.96 290,157,404.78 

总负债 27,419,955.35 39,109,242.50 

净资产 221,048,259.61 251,048,162.28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7,007,768.53 30,924,117.18 

营业利润 14,564,253.43 21,873,523.20 

净利润 12,275,966.13 16,618,108.90 

6、被担保人名称：凯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05月22日 

法定代表人：李婷 

注册资本：2,296.7917万美元 

注册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合水口社区下郎工业区第21栋、22栋、

23栋、25栋、26栋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纳米镜片、手机玻璃镜片及其技术研发。增加：生产经

营电子类视窗、新型电子元器件、新型液晶显示器、触控面板及其技术研发；从

事以上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公司直接持有凯茂科技 52%的股权，凯茂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0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83,493,137.84 412,336,762.94 

总负债 101,128,979.00 142,347,795.96 

净资产 282,364,158.84 269,988,966.98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40,213,142.54 495,295,492.07 

营业利润 12,627,005.33 29,791,624.60 

净利润 12,375,191.86 26,235,043.80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为根据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拟定2021年的额

度，具体担保协议由公司、子（孙）公司与相关机构在担保业务发生时共同协商

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设定担保额度，有利于解决子（孙）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被担保对象均属于公司全资、控股

子(孙)公司，均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且被

担保对象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此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孙）公司设定上述担保额度，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年度已审批的对外

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282,74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18%，

占总资产的 35.1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06,234.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5.26%，占总资产的 25.61%，其中公司对控股/全资子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 105,072.00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的担保余额为 20,869.00 万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表外担保余额为 80,293.22 万元（含对华信科相关担保 36,077.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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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