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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诺

力股份”）控股子公司。 

●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发生额：

公司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5.2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0.98亿元。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预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度为5.2亿元（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担保范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已于2021年4月15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自本事项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的期限内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5.2亿元，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须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控股子公司名称 2021年担

保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各控股公司

担保发生额 

2020年12

月31日资

产负债率 

无锡中鼎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40,000 7,500 88.15% 

浙江诺力车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000 2,300 103.15% 

上海诺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000 0 64.74% 

荣智工企智能技术（昆山）有限公

司 
4,000 0 73.62% 

合计 52,000 9,800 -- 

在上述各自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

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负责办理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

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核定之后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

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在授权期限内，其担保额度可循环使

用。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将在上述总额度内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规划和所属子公司未来一年内实际生产经营对资金需求来确定具体额度。 

上述融资担保合同尚未签订，公司将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

资金安排，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银行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79159.03 万元，占

公司总资产的 13.99%，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66.2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无锡中鼎集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集成”） 



 

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大槐路 5号 

注册资本：7,4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684934305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科 

成立日期：2009 年 2月 9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2月 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的研发、销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起重运输设备、自动化立体仓

库成套设备、输送设备及辅助设备、自动控制系统、货架、金属结构的设计、

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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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鼎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经营情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元) 1,917,679,095.96 

总负债（元） 1,690,354,591.79 

净资产(元) 227,324,504.17 

资产负债率（%） 88.15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元)       775,633,285.40 

净利润(元)        42,889,418.89 

2、浙江诺力车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车库”）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城路 358号 



 

注册资本：15,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092343392M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黎升 

成立日期：2014 年 2月 24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2月 24日至 2034年 2月 23日 

经营范围：机械式停车设备生产、销售、安装、租赁、维修（仅限上门维

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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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诺力车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比例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8.04% 

杭州智泊科技有限公司 30.38% 

饶本骁 6.96% 

王承 6.96% 

吴雅强 5.57% 

周阳 2.09%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状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经营情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元)        64,163,797.62 

总负债（元）        66,183,989.60 

净资产(元)        -2,020,191.98 

资产负债率（%） 103.15%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元)        38,888,406.30 

净利润(元)        -6,089,902.00 

3、上海诺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诺力”）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泾路 599号 1幢 1层 108室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42159767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丁毅 

成立日期：2015 年 6月 23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6月 23日至 2025年 6月 22日 

经营范围：智能科技、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智能仓储物流设备的生产、研发、销售,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立体仓库系统开发及应用,智能化物流系统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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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上海诺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

为 90%，上海漠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为 10%。 

主要财务状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经营情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元)        31,877,293.64 

总负债（元）        20,637,629.98 

净资产(元)        11,239,663.66 

资产负债率（%） 64.74%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元)        26,830,623.00 



 

净利润(元)         3,858,581.56 

4、荣智工企智能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山市玉山镇华淞路 7号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1WJKQM1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范晋 

成立日期：2018 年 5月 16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5月 1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工业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工业

软件系统、智能化系统集成及技术咨询服务；机电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安装、调试及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自营或代理货物及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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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荣智工企智能技术（昆山）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其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比例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6.43% 

昆山茵泰数企智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6.57% 

范晋 15.43% 

徐海栋 11.57%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状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经营情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元)        97,960,313.71 



 

总负债（元）        72,118,136.56 

净资产(元)        25,842,177.15 

资产负债率（%） 73.62% 

经营业绩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元)        68,397,023.85 

净利润(元)         5,651,704.6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最高额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具体担保期限以与相关融资机构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担保金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6 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中，诺力车库、荣智工企的所有其他股东已经与公司签署了

反担保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诺力车库、荣智工企的其他股东为公司对诺

力车库、荣智工企向金融机构融资而进行的担保按照对诺力车库、荣智工企的

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在

上述担保额度和期限内具体担保金额以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宜，充分考虑了公司控股子

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下属子公司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的需要。其中，诺力车库、荣智工企的其他股东为公司对诺力车库、荣智

工企向金融机构融资而进行的担保按照对诺力车库、荣智工企的出资比例提供反

担保。公司指派专人负责担保、反担保各项事宜，充分掌握反担保方的信用、财

务及担保风险情况，确保反担保提供方具有实际承担能力且反担保具有可执行性，

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综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自本事项经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的期限内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5.6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确保公司

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承担的

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要求提



 

供反担保的，并在保前、保时、保后持续监控反担保方的贷款、信用及财务等

情况，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该事项的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该担

保事项并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年度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实际累

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9,800.00万

元，占公司经审计的2020年度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

别为1.73%和5.2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额为人民币9,800

万元。 

公司未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

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诺力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诺力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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