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作为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饮料”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拟为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 

本次新增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子公司，计划新增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额度 

1 浙江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2 汕尾市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3 深圳市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80,000 万元 

4 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5 广州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6 广东东鹏饮料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7 广东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8 安徽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9 南宁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10 重庆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合计 270,000万元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在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担保事项的前提下，董



事会拟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预计总担保额度内确定具体担

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核定之后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对具体发生的担保事项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根据

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不同全资子公司相

互调剂使用其额度（含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超过本次授权各类担保额度之后提供的担

保，须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于 2022年 2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浙江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东港六路 111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生产；酒制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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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

工具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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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汕尾市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汕尾市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海丰县海城镇莲花山建祖寮村猪槽坑山地 

经营范围 

酒、饮料及茶叶批发；瓶（罐）装饮用水制造；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果菜汁及果菜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酒制品生产；啤酒制造（生产能力小于 1-8 万瓶/

小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除外）；葡萄酒制造；饮料生产；食品、饮料批发；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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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圳市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尾社区沙田坑南五巷 17 号 1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酒、饮料及茶叶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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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瓶（罐）装饮用水制

造；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果菜汁及果菜饮料制造；含

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酒制品生产；啤酒

制造（生产能力小于 1_8 万瓶/小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除外）；葡萄酒制造；

饮料生产；食品、饮料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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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青竹湖路 769 号军民融合科技城 E 组团 201-1 号 

经营范围 
饮料、塑料包装箱及容器的制造；保健食品生产；饮料、食品销售；房屋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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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广州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州市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光华 

注册地址 广州市增城石滩镇三江荔三路 750 号 

经营范围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保健食品制造;保健食品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

经营许可证》为准);保健食品零售(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

准);酒精制造;白酒制造;啤酒制造;黄酒制造;葡萄酒制造;其他酒制造;果菜汁

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精

制茶加工;道路货物运输;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

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 

6、广东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大罗沙工业区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保健食品（饮料）、其他食品；加工、生产：食品相关产品

（饮料包装容器）；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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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安徽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安徽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丽水路 1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

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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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8、南宁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南宁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明华路 68 号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保健食品、食品（以上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

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生产、加工：饮料包装容器；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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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广东东鹏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东鹏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美丽 

注册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三江荔三路 746 号 

经营范围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饮料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

营;酒制品生产;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

络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餐饮服务 

10、重庆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光华 

注册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大道 18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饮料生产，茶叶制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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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生产、加工饮料包装容器，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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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浙江东鹏维他命

饮料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150.00  -    -    -    

2 
汕尾市东鹏食品

饮料有限公司 
-    -    -    -    -    -    



序号 被担保人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 
深圳市东鹏维他

命饮料有限公司 
-    -    -    -    -    -    

4 
长沙东鹏维他命

饮料有限公司 
10,363.45  442.40  442.40  9,921.05  -    -78.95  

5 
广州东鹏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 
27,759.26  13,847.45  13,151.17  13,911.81  78,851.37  7,788.58  

6 
广东东鹏维他命

饮料有限公司 
18,932.56  14,651.30  10,393.60  4,281.26  105,482.97  3,276.30  

7 
安徽东鹏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 
67,361.01  32,727.65  32,727.65  34,633.35  111,202.28  11,384.03  

8 
南宁东鹏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 
70,590.16  19,204.30  15,792.06  51,385.86  100,093.61  18,165.42  

9 
广东东鹏饮料有

限公司 
86,093.67  16,183.30  16,183.30  69,910.38  78,485.42  6,795.13  

10 
重庆东鹏维他命

饮料有限公司 
57,720.62  7,959.22  7,959.22  49,761.41  20,501.75  1,637.01  

注：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浙江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汕尾市东鹏食品饮料有

限公司、深圳市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为公司 2021 年新设立全资生产子公司，2021 年度

处于筹建中或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暂无相关财务指标。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公司旗下各全资子公司尚未就本次预计的担保签订相关协议，担保方

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公司与公司旗下各全资子公司与合同对象在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0 元；公司本次对

全资子公司预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7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63.71%。 

公司及旗下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相关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经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提供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被担保人具备实质控制和影响。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系公司为支持全资子

公司业务开拓发展、满足其项目建设及实际经营需求的必要举措，有利于提高公

司整体的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

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无异议。本议案尚需经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