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23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21-036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为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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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各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结合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2021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任一

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上述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拟担保金额 

1 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5,000 

2 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5,000 

3 江西金莱特电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4 广东金莱特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合计       1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需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担保额度

内的所有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杨健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04 日 

经营范围：照明、家电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研发、生

产、销售：灯具、灯饰及配件、家用电器、五金制品、厨房用品、塑料原料及塑

料制品、模具、电子元件、医疗器械、劳保用品、消毒产品；销售：密封型铅酸

电池；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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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资产总额 77,658.39 21.21 

负债总额 21,087.73 21.20 

净资产 56,576.66 0.01 

资产负债率 27.15% 0.06%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 11-12月（经审

计） 

营业收入 51,057.11 / 

利润总额 1,403.53 -28.80 

净利润 1,072.89 -28.80 

 

2、公司名称：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八一乡莲谢路 80 号 

法定代表人：姜旭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 年 05 月 27 日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

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地基基础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土石

方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机电安装



 
 

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通信工程施工；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及设计；环保工程；土地整理；建

筑智能化技术服务；楼宇智能化设备、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安防监控设备、

网络设备、建筑装饰材料、办公设备的销售；弱电系统、综合布线；计算机软件

开发、销售、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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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资产总额 24,716.39 13,827.20 

负债总额 11,665.07  1,489.83  

净资产 13,051.32  12,337.37  

资产负债率 47.20% 10.77%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 5-12 月 

营业收入 18,689.63 8,335.47 

利润总额 846.87 470.36 

净利润 635.15 337.37 

 

3、公司名称：江西金莱特电器有限公司 

住 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经济开发区 C区三栋 

法定代表人：胡周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 年 0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舞台及场地用灯、家用电器、厨房用具、五金制品、照明灯具及

其配件、塑料模具、塑料原料、塑料制品、新型塑胶材料、模具、电子元件研发、

生产、加工、销售（含网上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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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资产总额 7,156.56  7,382.54  

负债总额 5,638.02  5,681.73  

净资产 1,518.54  1,700.81  

资产负债率 78.78% 76.96%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8,757.18 10,134.68 

利润总额 -177.47 -343.24 

净利润 -182.27 -299.19 

 

4、公司名称：广东金莱特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大道南 39号之一第 2 栋 

法定代表人：胡周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 年 08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网上销售：灯具、灯饰及其配件、塑

料原料、家用电器、五金制品、厨房用品、塑料制品、新型塑胶材料、模具、电

子元件；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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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9 月 30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资产总额 5,347.05 5,397.53 

负债总额 3,520.56  3,603.86  

净资产 1,826.49  1,793.68  

资产负债率 65.84% 66.77%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7,200.20 5,351.54 

利润总额 45.89 -158.18 

净利润 32.81 -158.0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保证合同》，本次事项是确定年度担保总额度，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被担保人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借贷时签署。《保

证合同》主要内容视公司及各子公司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评估设定，

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顺利开展需要，促使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上述

担保事项中，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

益输送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

所需，目前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公司能够掌握被担保对象的生产经营及资金管

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能够较好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2019 年末，下同）经审计净资产的 35.86%。其中：对子公司广东金莱特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34.20%；对子公司江西金莱特电器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上述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评估设定，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顺利开展需要，促使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上述担保事项中，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