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1-00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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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考虑下属控股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2021年度公司拟为子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公司持股

比例 

拟担保额度

（万元） 

1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110,000 

2 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35,000 

3 湖南云冷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75.17% 50,000 

4 金杯塔牌电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6% 15,000 

5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8.35% 50,000 

6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67% 40,000 

7 

合并范围内其他公司（包括

在担保有效期内新增纳入合

并范围的公司） 

控股公司 —— 20,000 

 合   计   32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



 

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所有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765629062N。 

（2）注册地址：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塑电村 6号（雁峰区工业项目集聚区）。 

（3）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谢良琼。 

（5）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的制造、销售；电器开关、插座、灯具、电动

工具、绝缘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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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250.52       217,057.25  

负债总额       100,549.92       134,818.53  

净资产        92,700.60        82,238.71  

营业收入       300,685.20       196,047.85  

利润总额        18,601.89         5,634.83  

净利润        16,339.53         4,971.96  

2、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67692415M。 

（2）注册地址：湘潭市岳塘区晓塘路 158号。 

（3）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海兵。 

（5）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磁线、电线电缆及相关材料、电工用

铜杆和其他金属材料；研究、开发、转让绝缘材料及产品的高新技术；电力工程



 

建设及安装服务；销售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橡塑制品；新能源电机生产与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产业投

资（限以自有合法资金（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

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上述经营

范围中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495.96        86,855.67  

负债总额        19,336.39        28,197.61  

净资产        57,159.57        58,658.06  

营业收入       108,540.22        83,083.82  

利润总额         6,476.65         8,181.06  

净利润         5,697.05         7,129.64  

3、湖南云冷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MA4L2BR81M。 

（2）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新兴路 159号。 

（3）注册资本：11,8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范志宏。 

（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不含代客理财）（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工

业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冷链仓储；冷链管理；冷链运营；

仓储代理服务；仓储咨询服务；国内货运代理；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果蔬仓储管

理信息系统集成；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软件技术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服务（砂石除外）；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

搬场运输除外）；物流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水果冷冻冷藏；水产品销售、冷冻冷藏；海味干货批发；计算机软件、农副产品、



 

冷冻食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水果销售；市场管理服

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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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

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6）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5.17%股权）。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79.69        98,686.12  

负债总额        82,231.01        91,475.55  

净资产         7,748.68         7,210.58  

营业收入        14,961.38        20,371.10  

利润总额        -1,076.75        -1,319.37  

净利润          -942.21          -986.11  

4、金杯塔牌电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077687971Y。 

（2）注册地址：成都市新都区工业东区金泰路 39号。 

（3）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毛昌发。 

（5）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及电缆材料；电力器材、

低压开关、水电器材的销售；新型电线电缆及生产技术、新型电线电缆材料应用

及制备技术的研发及成果转让，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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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56%股权）。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926.28        29,102.09  

负债总额         8,868.23        11,807.90  

净资产        17,058.05        17,294.19  

营业收入        63,171.15        53,714.07  

利润总额         3,919.43         1,476.79  

净利润         3,467.00         1,376.52  

     5、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177715335C。 

（2）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油纱路 16 号电线电缆制造 1 号楼-

办公楼 1-6层（1）号. 

（3）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吕力。 

（5）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及电工产品生产、销售；汽车货运；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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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98.35%股权）。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181.60       130,298.76  

负债总额        24,521.39        38,309.55  

净资产        87,660.21        91,989.21  

营业收入       196,512.23       110,168.89  

利润总额        12,837.52         4,227.05  

净利润         9,482.29         4,150.46  

     6、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7961434448。 

（2）注册地址：无锡锡山区东港镇勤工路 22号。 



 

（3）注册资本：8,75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海兵。 

（5）经营范围：绕线组、电工器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制造、加工、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的销售；普通货

运；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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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磁线持

有其 67%股权）。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911.06 60,304.21 

负债总额 60,635.51 40,699.25 

净资产 24,275.56 19,604.96 

营业收入 129,315.17 95,386.82 

利润总额         2,664.18        2,771.45  

净利润 2,271.44 2,366.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保证合同》，本次事项是确定年度担保的总安排，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被担保人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借贷时签署。《保

证合同》主要内容视公司及各子公司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评估设定，

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顺利开展需要，促使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上述

担保事项中，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合并范围内其他公司，不存



 

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上述被担保对象目前财务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可控，

担保风险较小。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上述担保额度

内的所有文件。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是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并且主要是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或授信提

供担保，目前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公司能够实际掌握被担保对象的生产经营及

资金管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能够较好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19.76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3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余额为 84,738.3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32.39%。 

2、本次提请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的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32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2.30%。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