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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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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自 2020 年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 2021 年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对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

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预计担保金额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377,446.48 万元的

105.98%。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等

申请融资，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由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

偿付承担连带责任。预计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1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公司对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

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 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0 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子公司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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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公司为公司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1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负责签署相关合同。并授权总经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分配。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 1 号 2 栋 701 室 

法定代表人：伍骏 

成立时间：2015 年 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170,65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冷链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

网上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棉纱、预包装食

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装熟食）、特殊食品（含

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初级农产品、水产品（不含国家野生保护

动物）、蔬菜、水果、肉类、蛋类、调味品、食品添加剂、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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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木材及木材制品、纸浆、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化

工原料及化工制品（以上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外）；互联网零售；贸易经纪和

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产品开发、设计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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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867.00 74.93%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42,789.00 25.07%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6,587.35 500,094.29 

总负债       207,716.26 243,535.22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 
231,997.41 230,096.74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 1季度 

营业收入 703,531.42 113,071.41 

利润总额 -33,550.15 -2,344.9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27,609.62 -1,900.66 

2、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 1 号 2 栋 601 室 

法定代表人：林朝强 

成立时间：2015 年 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2,16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

询；销售、网上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箱包、

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消费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道具、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互联

网零售；纺织品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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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167.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2,347.46 159,020.44 

总负债 166,358.25 165,189.16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 
5,046.63 -7,122.84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 1季度 

营业收入 123,814.61 22,773.00 

利润总额 -71,042.13 -11,886.6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68,534.72 -12,169.48 

3、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商业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林朝强 

成立时间：2020 年 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网上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医

用口罩、防护服、熔喷布、纱布、不可吸收外科敷料），针刺棉、无纺布、纤维棉（不

含医疗器械），日用口罩，防护用品（非医用），劳保用品、卫生用品，化妆品，日用

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纺织品（不含漂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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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318.03 27,758.06 

总负债 10,986.61 9,698.76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16,331.42 18,059.29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23,565.46 4,382.67 

利润总额 3,433.52 -541.5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373.77 -492.12 

 

三、预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向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时，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及由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担保相关

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担保期限及担保敞口金额以双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上述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

为随着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长，需通过融资以满足流

动资金需求，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由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其中品牌管理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相关担保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品牌

管理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本次担保的

财务风险整体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同意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将上述担保额度

预计事项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此次预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

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

不涉及反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及长远业务发展。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能够保障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对外担保审批决策及内部控制程序也符合监管部门要求。

上述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并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总金额为 149,000.00 万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 377,446.48 万元人民币的 39.48%。 

预计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期间，公司对子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

377,446.48 万元人民币的 105.98%；子公司对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 91,197.99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

净资产 377,446.48 万元人民币的 24.16%。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合计 36,907.12 万元，逾期债务对应担保的金额

为 11,708.88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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