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1-043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银行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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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健发展，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各子公司实际需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子公司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人民币 107,134.20 万元(含原已审议但尚未到期的担

保)，公司在上述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

同约定。 

担保有效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止。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具体情况见如下附表： 

公司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担保额度情况表—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序号 被担保单位 融资机构 担保额度(万元)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1 

江苏远方电缆

厂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6,000.00 

15,102.00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2,500.00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义支行 2,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4,200.00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1,700.00 

小计 16,900.00 

2 
无锡市明珠电

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 3,971.00 25,735.3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9,83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4,800.00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 6,350.00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3,500.00 

小计 28,451.00 

3 

江苏中超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郊支行 4,000.00 

28,5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9,400.00 

小计 33,400.00 

4 

科耐特输变电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

码：831328）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750.00 

1,250.0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500.00 

小计 1,250.00 

5 

江苏长峰电缆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行 4,000.00 

25,14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6,943.2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3,36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23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4,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000.00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义支行 4,100.00 

小计 27,133.20 

合计 107,134.20 95,728.3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住所 

公司持股

比例 

江苏远方电缆厂

有限公司 
赵汉军 20,080 

电线电缆、塑料粒子、仪器仪

表自动化设备、上引法无氧铜

杆、桥架钢杆铁塔（含售后服

务）的制造等 

宜兴市官林

镇官丰路 26

号 

100% 

无锡市明珠电缆

有限公司 
刘洪斌 20,933.69 

电线电缆、塑料粒子、电缆用

辅助材料、电缆用盘具、PVC

管材、仪器仪表自动化设备、

线缆生产所需设备、模具的制

造、销售等 

宜兴市官林

镇工业 A 区

18# 

100% 

江苏中超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俞雷 126,800 

电线电缆的制造、研究开发、

销售、技术服务；输变电设备、

电工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铜材、铝材、

钢材、合金材料的销售等 

宜兴市徐舍

镇振丰东路

999 号 

99.98% 

科耐特输变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钱永春 8,000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制

造、销售；承装（修，试）电

力设施；电缆附件、绝缘制品、

电工器材、电气机械及器材的

制造、销售 

宜兴市徐舍

镇工业集中

区长兴路 8

号 

91.0788% 

江苏长峰电缆有

限公司 
陆亚军 21,880 

电线电缆、电缆盘、塑料制品

的制造、销售；金属材料的加

工、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除

危险化学品）、电工器材、电

缆桥架的销售 

江苏省宜兴

市官林镇工

业区韶丰路

8 号 

90% 



 

2、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12 月 
资产负

债率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

额 
净利润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

额 
净利润 

江苏远方电缆

厂有限公司 
46,686.30 22,254.70 24,431.61 56,628.29 1,785.37 1,563.67 55,840.58 31,327.65 24,512.93 69,765.98 155.37 81.33 56.10% 

无锡市明珠电

缆有限公司 
79,376.65 52,039.00 27,337.66 97,283.13 -69.23 -50.80 77,391.78 48,749.72 28,642.06 97,031.37 1,532.52 1,304.40 62.99% 

江苏中超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197,595.79 17,127.70 180,468.08 85,711.90 2,388.34 2,325.37 237,390.51 59,395.78 177,994.73 137,295.82  4,165.96 3,819.75 25.02% 

科耐特电缆附

件股份有限公

司 

11,828.31 3,222.45 8,605.86 3,884.19 -224.31 -227.56 10,818.05 2,667.60 8,150.45 4,584.28 -466.74 -455.40 24.66% 

江苏长峰电缆

有限公司 
99,538.54 69,032.87 30,505.67 86,710.52 2,408.77 2,152.94 105,906.74 74,794.12 31,112.62 105,294.67 695.07 594.44 70.6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

定。公司将严格审批担保合同，控制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目的是为支持其经营发展，被担保人资产

优良，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此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有利于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

利状况。 

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

体合同约定。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并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同意将上

述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为确保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根据各子公司实际需要，同意

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人民币 107,134.20 万元，公司在上述额度内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公司本次提供担

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符合

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

供担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帮助其解决经营流动资金

需求。担保额度控制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所以我们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额度。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15,034.20 万元，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101,827.30 万元；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09,134.20 万元，占 2020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 76.04%，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95,727.30 万元，占 2020 年末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66.70%。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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