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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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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通

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有效期内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9,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含贷款、保函、信用证开证、银行承

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

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为了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效筹措资金，拟请董事会审议以下授权，并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9,000万的担保额度，可分次申请； 

    2、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确定具

体担保金额，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3、担保期限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额度具体细分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上海松芝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 

柳州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12,000.00 

重庆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10,000.00 



南京博士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8,000.00 

苏州新同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6,000.00 

上海酷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000.00 

上海松芝轨道车辆空调有限公司 4,000.00 

超酷（上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 

 

    二、担保主要内容 

    1、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

额依据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法律文件确定。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 

    2、本次担保的授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

权公司董事长选择金融机构并与其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经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松芝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2059 号 5 幢一层 A 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技术、能源科技、机械科技、电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各类车辆空调设备、汽车零部件制造，机

械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15,230,299.31 元，净资产

173,838,649.86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644,541,338.48 元，净利润        

-47,103,204.35 元。 

    2、上海酷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2059 号 5 幢一层 B 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7,6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5 日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的销售，移动式空调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7,726,828.29 元，净资产

115,447,873.47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42,644,255.95 元，净利润 991,134.89 元。 

3、重庆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霓裳大道 2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各类车辆空调器及相关配件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2,797,989.55 元，净资产

80,789,596.61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41,720,915.78 元，净利润-6,293,610.65 元。 

4、柳州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柳州市雒容镇车园横五路 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4 日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各类车辆空调器及相关配件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09,073,315.75 元，净资产

144,716,386.60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381,520,144.03 元，净利润 14,184,505.69

元。 

5、上海松芝轨道车辆空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华宁路 499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17 日 

经营范围：轨道车辆空调研发、生产机销售及相关零部件生产销售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3,478,367.53 元，净资产

63,627,279.94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1,716,782.34 元，净利润-5,384,356.50 元。 

    6、厦门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南工业区 

注册资本：8,795.415452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2 月 7 日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各类车辆空调器及相关配件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39,665,346.49 元，净资产

223,642,970.76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04,181,013.52 元，净利润 58,958,641.57

元。 

    7、超酷（上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富路 888 号 1 幢 101 室 

注册资本：2,764.29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9 日 

经营范围：冷链设备用制冷机组及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3,244,791.59 元，净资产

17,899,370.14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53,255,591.29 元，净利润 5,596,741.69 元。 

    8、南京博士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充电枪、电源管理器、车用线束总成、车用

传感器、汽车空调系统、电子产品、模具及工装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7,766,133.10 元，净资产

75,333,841.11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80,261,722.24 元，净利润-4,129,036.17 元。 

9、苏州新同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区亭融街 15 号 

注册资本：11,922.986958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7 月 21 日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加工、组装汽车空调、电子装置、电气控制系统及

组合仪表，提供相关服务。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32,276,678.66 元，净资产

211,137,183.79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9,413,0930.06 元，净利润 12,542,243.45

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9,000 万元

的担保额度（含贷款、保函、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

等），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担保期

限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及授权是为确保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运营，被担保对象是公司的子公司，且经营业务正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

良好。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违约连带责任的风险较低，同意为担保概述中涉及的

子公司在 2021 年度内提供总计金额不超过 79,000 万元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9,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含贷款、保函、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

租赁等），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支持子公司进一步发展，满足公司

日常经营的需要，目前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

债务，能够做到风险可控，上述担保事项公平、公正，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六、累计担保数量、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情况 

    本次担保系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2020 年，公司为子公司审批担保额度

为 90,0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9,445.28 万元。截止公告日，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且未到期金额为 15,113.81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及逾期担

保情形。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