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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 2021 年度为客户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客车销售收入的增长，2021 年度公司子公司将继续与

合作银行签订框架合作协议，针对无法全款购车的客户提供银行按揭贷款担保、融资

租赁担保和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担保业务。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联合”）、厦门金龙

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旅行车”）、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金龙”）2021年度拟为信誉良好的客户提供银行按揭贷款担保、融资租

赁担保和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担保业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通过公司各子公司资信审核及银行资信审核的信誉良好且具备银行贷款条件的

自然人及法人客户。 

三、2021 年度为客户提供汽车融资担保额度预计 

公司子公司 2021 年度拟为购车客户提供银行按揭贷款担保、融资租赁担保和电

子银行承兑汇票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2021 年预计发生额度（万元） 

1 金龙联合  120,000.00  

2 金龙旅行车  120,000.00  

3 苏州金龙  100,000.00  

 合计  340,000.00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年度融资担保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批准各子公

司融资担保额度的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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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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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厦门金龙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龙汽车”）及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联合”）、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旅

行车”）、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龙”）、厦门金龙汽

车车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车身”）、厦门金龙汽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龙新能源”）和金龙龙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龙海）投资）可

使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的固定

收益或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 

一、预计 2021 年度委托理财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用闲置资金进行短期委托理财，理财期限一年以内。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2021 年委托理财余额上限 

（万元） 

1 金龙汽车  60,000.00  

2 金龙联合  140,000.00  

3 金龙旅行车  150,000.00  

4 苏州金龙  100,000.00  

5 金龙车身  35,000.00  

6 金龙新能源  10,000.00  

7 金龙（龙海）投资  20,000.00  

 合计  515,000.00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年度委托理财余额合计上限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批

准公司及各子公司委托理财余额上限的适当调整。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公司开户银行，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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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账户资金以保障经营性收支为前提，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并非以中长期投

资为目的，只针对日常营运资金出现银行账户资金短期闲置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购买固定收益或低风险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用于理财的资金周期短，

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且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因此，委托理财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开展的银行理财业务，通过选取短周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可避免银行理财产

品政策性变化等带来的投资风险；此外，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均为与公司日常经

营业务合作较多的商业银行，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严格，公

司通过与合作银行的日常业务往来，能够及时掌握所购买理财产品的动态变化，从而

降低投资风险。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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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作为出口业务占比较大的汽车制造商，海外销售业务面临较大汇率波动风

险。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将继续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远

期外汇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具体情况如下： 

一、远期外汇交易品种  

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是为了满足出口业务需要，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外

汇交易，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只限于与公司出口业务相关的结算外币，

业务交割期间与公司出口业务的实际执行期间相匹配，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

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远期外汇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主要是远期结售汇业务，约定未来结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期

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合约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从而

锁定当期结汇成本，部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有附加配套期权。  

二、2021 年度公司远期外汇交易预计额 

序号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签约额（万美元） 

1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000.00  

2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27,000.00  

3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20,000.00  

 总计  67,000.00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年度远期外汇交易总额度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批准

各子公司远期外汇交易额度的适当调整。 

三、远期外汇交易的风险分析  

1.汇率波动风险：外汇波动具有双向性，在远期汇率走势中，可能出现远期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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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汇率锁定价格低于收汇当期公司记账汇率，造成公司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远期外汇交易交易专业性、时效性较强，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

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

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

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期，或者因为客户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变化，造成收款延迟甚至

坏账，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要求各子公司进一步充裕远期外汇交易管理小组，对远期外汇交易进行

监督管理，并尽可能聘请外汇金融专家提供咨询意见。当汇率发生剧烈波动，远期外

汇交易业务出现重大风险或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由远期外汇交易管理小组及时召开

会议，分析讨论风险情况及应采取的对策，并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公司。 

2.各子公司审计部门将定期和不定期对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实际操作情况、资金

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行审查。公司风险管理部将不定期对各子公司的远期外汇交易

业务进行专项审计。 

3.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

款，并为出口货款购买了信用保险，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货款引起的违约风险，避免出

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4.公司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基于公司的外币收、付预测，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合约

的外币金额不超过进出口业务外汇收支的金额，将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

的范围内。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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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联合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4亿元。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担

保，具体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金龙路 9号 

4．法定代表人：刘志军 

5．成立时间：1988 年 12月 3日 

6．注册资本：92,8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组装、生产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商品汽车发送业务，汽车零

部件的进出口贸易，机动车辆保险兼业代理，汽车电子产品研发、汽车软件产品的研

发并提供软件信息服务，提供与汽车相关的研发设计、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汽车及

零配件批发、零售，改装汽车制造，第二、三类医药器械批发；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医用防护口罩生产；非医用日用防护口罩生产；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机

器人及智能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公路休

闲车及零配件制造；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8.主要财务指标：  

被担保人金龙联合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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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267,806.93 1,395,616.80 

负债总额 1,025,570.37 1,134,316.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96,457.34 214,280.75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5,441.55 1,243,644.14 

利润总额 -16,847.85 20,377.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3,541.18 14,618.92 

9.股东及股权比例：本公司持76%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创程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24%股权。 

二、提供担保情况 

1.担保对象：金龙联合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签订的人民币4亿元贷款； 

2. 担保范围：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以及相应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3. 担保期间：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4．担保形式：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同意为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4亿元贷款提供担保责任，具体权

利义务依担保人与债权人签订的有关担保合同(或协议)确定。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