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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2021-016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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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钟精机”）2021 年 4 月 28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的议案》，为保障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拟在 2021 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并拟同意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相为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以上担保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或等值的外币。在该范围内，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

董事长对担保事项作出决定，并签署担保事项所需的合同及相关文件。期限自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1、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 100% 

低于 70% 

 

40,000 17.45% 

否 

浙江汉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00%  否 

青岛世纪东元高新机电有限公司 52%  否 

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99.50%  否 

越南海尔梅斯责任有限公司 100%  否 

安徽汉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00% 20,232.20 否 

浙江柯茂节能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100%  否 

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 100% 

高于 70% 

 

20,000 8.73% 

否 

汉钟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50%  否 

韩国汉钟精机株式会社 100%  否 

合计   20,232.20 60,000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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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均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1、被担保基本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法定 

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 100% 人民币 5,000 万元 余昱暄 离心压缩机生产制造 

2 浙江汉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00% 人民币33,500万元 陈嘉兴 精密铸造及加工 

3 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 100% 美金 4,976 万元 余昱暄 投资、贸易 

4 青岛世纪东元高新机电有限公司 52% 美金 2,616 万元 曾文章 研发生产制冷空调设备 

5 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注 1 新台币55,810万元 廖哲男 机械制造、国际贸易 

6 汉钟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2 新台币 2,000 万元 方宏声 机械制造、国际贸易 

7 越南海尔梅斯责任有限公司 注 3 美金 350 万元 余昱暄 压缩机生产、研发 

8 韩国汉钟精机株式会社 注 4 韩币 52,500 万元 曾文章 压缩机生产、研发 

9 安徽汉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注 5 人民币15,000万元 陈嘉兴 精密铸造及加工 

10 浙江柯茂节能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注 6 人民币10,000万元 余昱暄 压缩机生产、研发 

注 1：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为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99.50%。 

注 2：汉钟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 100%。 

注 3：越南海尔梅斯责任有限公司为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注 4：韩国汉钟精机株式会社为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注 5：安徽汉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浙江汉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注 6：浙江柯茂节能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70%，香港汉钟

持股 30%。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资产总额 负责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 17,123.61 10,161.96 14,656.31 780.59 

2 浙江汉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1,310.27 12,536.44 23,790.73 1,516.48 

3 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 27,901.60 19,801.53 288.24 -693.41 

4 青岛世纪东元高新机电有限公司 4,442.94 1,804.20 1,398.69 172.17 

5 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120,041.76 72,207.13 84,034.47 11,322.25 

6 汉钟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118.61 26,712.61 55,842.89 1,565.57 

7 越南海尔梅斯责任有限公司 2,727.00 434.82 1,366.14 94.11 

8 韩国汉钟精机株式会社 570.99 423.29 294.55 38.49 

9 安徽汉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5,949.95 7,381.53 464.36 -403.01 

10 浙江柯茂节能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5,334.31 585.91 1,529.70 -3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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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数据，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为 2020 年 1-12 月数据。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内容 

本公告为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实际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后，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及融资实施进度与金融

机构协商签订有关担保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担保方式及期限 

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 

3、担保金额 

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或等值的外币，在该范围内，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金额为 20,232.2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期末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9,181.42 万元的 8.83%。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据额。 

五、相关方意见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在公

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拓展市场、发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则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支持子公司进一

步发展，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目前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偿债能力较

强。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各子公司满足经营

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情形。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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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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