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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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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下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部分子公司在相关

银行在约定期限及约定的授信额度范围内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 贷款银行 授信金额 
担保期

限 

1 
万向钱潮传动轴有

限公司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

行 
5000 一年 

2 
浙江万向系统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萧山支

行 
10000 两年 

3 
浙江万向系统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

行 
1000 一年 

4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

行 
3000 一年 

5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萧山支

行 
13000 两年 

6 万向通达股份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十堰白

浪经济开发区支行 
5000 两年 

7 万向通达股份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十堰市

茅箭支行 
5000 一年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000559   编号：2021－009       



 2 

8 万向通达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十堰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1000 一年 

9 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

行 
5500 一年 

10 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萧山支

行 
5000 两年 

11 
浙江钱潮供应链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

行 
20000 一年 

12 
浙江钱潮供应链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萧山支行 25000 一年 

13 
万向钱潮（上海）汽

车系统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上海杨浦支

行 
5000 两年 

14 
万向钱潮销售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

行 
20000 一年 

15 
万向精工江苏有限

公司 

浙江万向

精工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泰州分

行 
12000 一年 

16 
武汉巨迪金属管业

有限公司 

万向通达

股份公司 
汉口银行汉阳支行 2000 一年 

17 
武汉万向汽车制动

器有限公司 
浙江万向

系统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武汉循礼门

支行 
5000 一年 

18 
河南万向系统制动

器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原阳支行 8000 一年 

19 
淮南钱潮轴承有限

公司 

钱潮轴承

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淮南淮舜路

支行 
2000 一年 

20 
淮南钱潮轴承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淮南分

行 
2000 一年 

21 
淮南钱潮轴承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淮南分行营

业部 
3000 一年 

合    计   157500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单位的基本情况 

1、万向钱潮传动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一路 888 号 

注册资本：10,737.53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制造：传动轴、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电涡流制

动器及驱动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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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77,626.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54,330.6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3,295.48 万元,负债率为 69.99%；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814.26 万元，净利润 6,364.30 万元。 

2、浙江万向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42,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83.33%的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及机电产品的系统总成及其零部件产品的开发、

制造、销售；实业投资、开发；金属材料的销售**。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138,016.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55,638.5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2,377.56 万元,负债率为 40.31%；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398.75 万元，净利润 -5,464.65 万元。 

3、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36,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83.33%的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经销：汽车配件；经销、开发：机电产

品**。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171,817.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93,114.9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78,702.66 万元,负债率为 54.19%；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539.03 万元，净利润 7,256.04 万元。 

4、万向通达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大道 1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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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5%的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排气消声系统、汽车排气催化

转化器、汽车硅油风扇离合器、汽车燃油箱、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机械加工模具、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模具、工装维修；汽

车排气消声系统、汽车燃油箱的技术检测、开发与设计；货物进出口

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企业经营的货物和技术）；房屋

租赁。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101,169.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071.5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7,097.84 万元,负债率为 13.91%；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593.30 万元，净利润 10,813.10 万元。 

5、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轴承及汽车零配件生产开发；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

自用产品的进口业务。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62,961.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482.68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3,478.84 万元,负债率为 46.83%；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203.57 万元，净利润 4,425.11 万元。 

6、浙江钱潮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萧山区所前镇浙江萧然钢材物流中心商务办公用房五

楼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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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煤炭批发经营；冶金原料、汽车配件的

销售及中介服务； 附设商场； 投资兴办实业；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93,951.23 万元，负债总额为 81,961.0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1,990.23 万元,负债率为 87.24%；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5,743.11 万元，净利润 4,505.90 万元。 

7、万向钱潮（上海）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宣桥镇汇成路 1200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与

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技术转让，从事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除危险品），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除经纪）。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35,143.0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337.9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1,805.13 万元,负债率为 66.41%；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427.96 万元，净利润 369.70 万元。 

8、万向钱潮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618 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艺术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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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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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制品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

轴承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11,432.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6,608.7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823.42 万元,负债率为 57.81%；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14.33 万元，净利润-185.83 万元。 

9、万向精工江苏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永进路 19 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经销汽车配件；经销、开发机电产品。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 42,512.76 万元，负债总额 27,358.56 万元，净资产为 15,154.20

万元,负债率为 64.35%；2020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948.65万元，

净利润 3,020.51 万元。 

10、武汉巨迪金属管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 2 路 7 号   

注册资本：1179.6143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向通达股份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发动机增压器回油管、系列金属波纹管、钢丝编

织网、消声管及消声管总成、消声器焦排气管、净化器壳体、不锈钢

管件及轨道、成型及金属结构件、汽车冲压件、其它汽车零部件产品

的设计、制造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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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8,745.95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66.6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679.30 万元,负债率为 46.50%；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41.79 万元，净利润 865.80 万元。 

11、武汉万向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四路 9 号联合厂房三   

注册资本：288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万向系统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0%的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及相关机电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销

售。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12,662.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8,120.1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542.59 万元,负债率为 64.13%；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24.16 万元，净利润 -2,608.00 万元。 

12、河南万向系统制动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原阳县黄河大道西段北侧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万向系统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制动器总成及零配件制造；销售农用车、汽车（不

含小轿车）。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24,860.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444.2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415.92 万元,负债率为 74.19%；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2.27 万元，净利润 -1,654.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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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淮南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经济开发区（洛河）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钱潮轴承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

的股权 

经营范围：轴承及其相关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机电产品销

售（不含小汽车）以及贸易业、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开发与服务，房

屋租赁。 

经营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

产为 14,291.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00.28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191.07 万元,负债率为 42.69%；202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609.77 万元，净利润 980.31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企业为被担保企业获得的相关银行在约定期限及约定的授

信额度范围内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研究，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资信和赢利状况较

好，风险控制能力较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不存在失信情形，亦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因此，为该等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有助于其日常运

作的正常开展，扩大经营规模，增强获利能力。该担保不会损害公司

的利益。同时非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浙江万向系统有

限公司、万向通达股份公司、武汉万向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股

东承诺，若担保方因被担保企业而导致的损失，相关股东按各自股权

比例承担损失。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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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4.44万元，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相互

担保。加上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为183,854.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21.36%。以上担保没有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