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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4          证券简称：汇川技术           公告编号：2021-007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21 年 2 月

5 日，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川技术”)对公司控

股子公司江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轨道”）、全资子公司汇

川技术（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汇川”）的融资业务提供了连带责任担

保。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1 年公司

及子公司向部分银行申请集团授信或对应银行的授信额度，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合计

为 167.75 亿元人民币和 2,200 万美元；同意公司为经纬轨道、东莞汇川等子公司提

供担保，担保合计不超过 16 亿元等值人民币。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将视公司及子

公司的实际需求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汇

丰银行苏州分行”）签署《保证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经纬轨道向汇丰银行苏州

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除特别说明外，以下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元）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经纬轨道董事长马建锋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城中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苏州城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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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经纬轨道向建设银行苏州

城中支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9,500 万元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经纬轨道董事

长马建锋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出具《担保延期确认书》，公司为东莞汇川向汇丰银

行深圳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对经纬轨道、东莞汇川提供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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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担保

前担

保余

额 

本次

担保

金额 

本次

担保

后担

保余

额 

可用担

保额度 

2021 年

预计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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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川

技术 

经纬轨道  46%  63.53% 1.24 1.45 2.53 3.45 5.5  5.55%  否 

东莞汇川  100%  36.84% 0.40 0.50 0.50 0.50 1.0  1.01%  否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4月21日 

2、注册地点：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苏旺路338号13幢 

3、法定代表人：马建锋 

4、注册资本：26,087万元 

5、主营业务：轨道牵引传动及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组装加工、销售及技

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股权结构与关联关系：经纬轨道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经纬轨道

46%股权，通过董事会席位安排对经纬轨道拥有实际控制地位。 

7、经纬轨道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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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5,931,756.50 532,340,549.83 

负债总额 372,255,667.67 330,673,862.01 

其中：银行贷款       48,580,148.61       5,287,609.43  

      流动负债 342,076,540.12 304,862,744.76 

净资产 213,676,088.83 201,666,687.82 

指标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2,275,522.45 356,054,663.72 

利润总额 8,436,340.76 23,329,069.96 

净利润 12,009,401.01 23,336,794.88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方经纬轨道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亦

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经纬轨道将土地使用权抵押涉及的借款余额

为 1,000 万元。 

（二）汇川技术（东莞）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年03月08日 

2、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新城路9号8栋201室03 

3、法定代表人：李俊田 

4、注册资本：55,000万元 

5、主营业务：工业机器人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自动化装备、机

电产品，以及相关软件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生产外包）。 

6、股权结构与关联关系：东莞汇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东莞汇川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指标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734,218.64 167,392,215.09 

负债总额 72,838,742.37 89,321,942.10 

      其中：银行贷款                    -                        -    

            流动负债 72,835,848.86 89,245,300.19 

净资产 124,895,476.27 78,070,2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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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0,000.00 576,000.00 

利润总额 -2,698,545.12 -3,062,172.41 

净利润 -2,624,796.72 -3,135,636.23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方东莞汇川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亦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汇丰银行苏州分行签署的《保证书》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债务到期日后两年或（银行退还担保债务）退款日后两年 

4、担保的债权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二）公司与建设银行苏州城中支行签署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城中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江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

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

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4、担保的债权金额：不超过 9,500 万元 

（三）公司向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担保延期确认书》 



           

5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与汇丰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保证书》，公司为东莞汇

川向汇丰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限为债务到期日后两年或（银行退还担保债务）退款日后两年。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额度。根据汇丰银行深圳分行要

求，公司需出具《担保延期确认书》，对保证书的范围予以重新确认。本次担保的

具体内容有：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汇川技术（东莞）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债务到期日后两年或（银行退还担保债务）退款日后两年 

4、担保的债权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五、反担保情况 

上述涉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经纬轨道向汇丰银行苏州分行、建设银行苏州城中

支行申请授信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承兑汇票、保函等用信事项）提供担保的，

经纬轨道董事长马建锋均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且马建锋已与公司签署《反担保保证

合同》。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29.00

亿元或等值外币。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12.56 亿元或等值外币，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 14.57%。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1.61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7%；公司全资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0.2 亿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2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采用买方信贷结

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保余额为 0.75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87%。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

额情形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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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汇丰银行苏州分行签署的《保证书》； 

3、公司与建设银行苏州城中支行签署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4、马建锋向公司出具的《反担保保证合同》； 

5、公司向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担保延期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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