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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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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和孙公司拟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综合

授信额度（各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并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8 亿元。 

 公司为各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

保，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的各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包括已设立和将来设立、

收购的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对外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和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2021 年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拟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

使用。综合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保函、信用证及承兑汇票等，具体

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

来确定（最终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将

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作为上述额度内部分银行的抵押担保，

具体抵押明细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同时，为了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并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根

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

人民币担保，本次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包括已设立和将来设立、收购的

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内，可对各公司的授信及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使用并代

表公司办理相关授信和担保事项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在上述授信和担保

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签订具体授信和担保协议，不再

单独履行决策程序。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及授权的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二、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1、重庆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注册地：重庆市铜梁

县金龙工业园区鞋业园；法定代表人：徐智取；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鞋类；销售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电器、鞋

材辅料；鞋类工艺礼品研究、开发。 

重庆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254,765,068.47

元；负债总额：10,900,604.24 元；净资产 243,864,464.23 元；营业收入：

78,959,335.13元；净利润：2,624,718.05 元。（经审计） 

2、温州红蜻蜓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注册地：永嘉县瓯

北镇东瓯工业区王家圩路；法人代表:计祥立；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童鞋、童装、帽、袜、书包、童车、玩具、包装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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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红蜻蜓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10,470,901.62元；负债总额：220,633,012.12 元；净资产：-10,162,110.5元；

营业收入：117,587,075.75元；净利润：-14,399,549.28元。（经审计） 

3、温州卓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80万元；注册地：温州市

黎明工业区 36号三楼；法人代表:李忠华；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皮革制品、服饰、鞋材辅料、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

电器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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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卓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84,591,201.81元；负债总额：79,740,074.99 元；净资产：104,851,126.82元；

营业收入：239,901,496.73元；净利润：10,638,308.05元。（经审计） 

4、肇庆红蜻蜓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注册地：肇庆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大街 26号；法定代表人：徐威；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鞋帽、服装、皮革制品、鞋材辅料、销售百

货、五金电器、针纺织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部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业务；仓储、物流

辅助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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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庆红蜻蜓实业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120,838,508.16

元；负债总额：65,053,256.25 元；净资产：55,785,251.91 元；营业收入：

108,755,721.71元；净利润：5,838,047元。（经审计） 

5、广东尚品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广州市白

云区北太路 1633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园路 18 号自编 C 栋；法定代表人：熊立；

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服饰制造;皮鞋制造;其他皮革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

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日用器皿

及日用杂货批发;日用杂品综合零售。 



广东尚品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68,463,779.2 元；负债总额：46,965,046.84 元；净资产 121,498,732.36 元；

营业收入：154,831,700.08元；净利润：5,881,204.18元。（经审计） 

6、浙江红蜻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注册地：浙江省永

嘉县瓯北街道双塔路 2357号 ；法定代表人：缪慧；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销售皮革制品、服饰、鞋材辅料、日用百货、五金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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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红蜻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74,080,134.92元；负债总额：237,206,317.66 元；净资产：36,873,817.26元；

营业收入：366,749,251.95元；净利润：-9,487,184.86元。（经审计） 

7、浙江红蜻蜓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北仑区梅山

盐场 1号办公楼八号 969室；法定代表人：缪慧；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销售皮革制品、服饰、鞋材辅料、日用品、五金、电器的

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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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红蜻蜓贸易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628,299,297.86

元；负债总额：353,377,261.11 元；净资产：274,922,036.75 元；营业收入：

620,707,212.26元；净利润：53,374,967.45 元。（经审计） 

8、浙江爱依迪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浙江省宁波

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九号办公楼 2220 室；法定代表人：钱帆；公司持

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皮革制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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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爱依迪贸易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111,487,250.85 元；负债总额：1,157,292,752元；净资产：-45,805,501.15

元；营业收入：1,237,776,801.36 元；净利润：-13,612,927.62 元。（经审计） 

9、永嘉红蜻蜓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浙江省温州

市永嘉县瓯北街道双塔路 2357 号(红蜻蜓办公楼十一楼) ；法定代表人：钱帆；

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皮革制品、服饰、鞋材辅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电器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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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红蜻蜓贸易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183,887,310.16

元；负债总额：146,874,966.8 元；净资产：37,012,343.36 元；营业收入：

266,485,759.35元；净利润：34,738,463.66 元。（经审计） 

10、四川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注册地：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西河镇西江西路 38号 ；法定代表人：吕统沧；公司持股：100%。 

该公司经营范围：加工鞋类、服装；销售:皮革制品、鞋类、服装、鞋材辅

料、日用百货、体育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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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四川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129,839,883.37

元；负债总额：88,611,607.57 元；净资产：41,228,275.8 元；营业收入：

191,053,119.1元；净利润：-2,233,653.76 元。（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 

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协议将在上述额度 

内与各合作银行协商确定，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本次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

孙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发展需要，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对银行授信和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经认真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和《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及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向相关合作银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各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以银行的

具体授信为准。公司将为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在 2021 年度以内提供总额不超过

80,000万元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明细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我们认为，

以上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26,600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53%。公司本次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担

保额度为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4%。

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六、备案附件 

被担保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