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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公告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

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

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龙利得包装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奉其奉印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博成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及子公司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80,000 万元

的担保。有效期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止，在前述授信和担保最高额度内，实际授信、担保额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可在授权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

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金融机构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

项目贷款、贴现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

资金需求以及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来确定，在授信额度

内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在前述额度内，具体担

保金额及期限按照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合同约定为准。 

上述综合授信总额和担保预计额度内的单笔融资和担保不再上

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

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和担保额度及有效

期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上述授信和担保额度内的一切授

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抵押、质押、担保等）有关的

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并可根据融资成本及各金融机构

资信状况具体选择金融机构。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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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龙利得包装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2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 徐龙平 

注册资本 9,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展工路 899号 1幢 2层； 

主营业务 中高端瓦楞纸箱、纸板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股权结构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32711.70 38381.10 

净资产（万元） 21540.11 23107.06 

负债总额（万元） 11171.59 15274.04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4068.45 26467.10 

利润总额（万元） 2738.54 1766.88 

净利润（万元） 2424.62 1566.95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奉其奉印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 5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 徐龙平 

注册资本 3,5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楚华北路 2199号 

主营业务 中高端瓦楞纸箱、纸板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股权结构 龙利得包装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32373.76 33680.27 

净资产（万元） 5330.83 6093.04 

负债总额 27042.93 27587.23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7449.88 20937.41 



利润总额（万元） 1474.01 866.61 

净利润（万元） 1266.33 762.21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上海博成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01 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 徐龙平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科工路 998号； 

主营业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纸制品制造和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包装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股权结构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3431.27 3372.00 

净资产（万元） 3421.86 3261.67 

负债总额 9.41 110.33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0.00 492.66 

利润总额（万元） -431.94 -157.72 

净利润（万元） -432.00 -160.19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公司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根

据实际经营情况与资金需求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担保金

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

将在实际完成担保手续后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意见  

1、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均认为上述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整体持续稳健发展，有利于降低财务成本，

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所担保的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

保风险可控，全资子公司未提供担保，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公

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以

及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的实际需求，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

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后，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61500万元（含子公

司对母公司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有为

子公司担保余额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31,500.00 万元，

占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3.03 %。本

次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审议通过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

61,500.00 万元，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不超过

44.96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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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