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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1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年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90,573.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27.02%；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20,1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02%。 

一、概述 

2022年 4月 11 日，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为部分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90,573.44 万元的

担保额度。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等融资或

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等方

式。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

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上

述审批额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本

事项审议通过后全权办理担保的相关手续事宜。对超出上述额度之外的担保，公

司将根据法规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此担保预计事项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全票审议通过并作出

决议，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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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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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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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担保

余额（万

元） 

2022年度

新增担保额

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比

率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司 

长春德联化工有

限公司 

（以下称“长春德

联”） 

100% 33.35% 3,819.16 30,400 9.07% 否 

上海德联化工有

限公司 

（以下称“上海德

联”） 

100% 23.39% 0 20,000 5.97% 否 

上海德联新源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称“德联

新源”） 

100% 0.00% 0 20,000 5.97% 否 

佛山骏耀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称“佛山骏

耀”） 

81% 99.08% 

     

1,555.77  

 

4,000 1.19% 否 

德中贸易（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称

“德中贸易”） 

100% 73.07% 0 
10,173.44 

（注 1） 
3.04% 否 

公司 

长春骏耀汽

车贸易有限

公司、沈阳

德联凯骏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长春骏德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称“长春骏

德”） 

100% 89.39% 

     

2,651.67  

 

6,000 1.79% 否 

合计 - - 8,026.61 90,573.44 27.02% - 

注 1：根据 2022 年 4月 7日美元汇率折算所得，共计 1,600万美元。 

担保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 70%

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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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经审计）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155,224.81   51,765.52   103,459.29   138,741.06   9,357.40  

上海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80,588.71   18,849.56    61,739.15   100,261.21   7,886.37  

上海德联新源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961.07         -         961.07          -       -38.93  

佛山骏耀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9,570.95    9,482.99        87.95    13,174.77    -485.24  

德中贸易（香港）有限

公司 
   6,960.24    5,085.64     1,874.61    20,768.99     370.68  

长春骏德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16,071.54   14,366.69     1,704.85    28,767.66    -199.68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101.0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咸大 

注册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 4518号 

成立时间：2002-01-22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防冻液、制动液、汽车齿轮油、汽车液压油、汽车结

构胶、增强纤维胶片、减震胶片、发动机机油、玻璃清洗液、制冷剂、润滑剂、

塑料包装瓶、聚氨酯发泡材料、车用尿素、环保型车用阻尼材料（水基、橡胶、

树脂）并提供与此相关的售后服务，经销汽车涂料、喷涂辅料（不含化学危险品）、

压力调节器总成、衬垫、结构填充泡沫、稀释剂、汽车美容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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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股权结构如下图： 

 

 

 

 

 

 

（2）公司名称：上海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联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100% 

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68.34% 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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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716.116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咸大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泰涛路 199号 

成立时间：2003-08-14 

经营范围：生产防冻液、制动液、动力转向油、玻璃清洗剂、润滑油、车用

粘接剂、制冷剂、加工车用增强阻尼垫，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化学品（涉及危

险化学品的，仅限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的进出口、批发。（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股权结构如下图： 

 

 

 

 

 

 

（3）公司名称：上海德联新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4月 7日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幢 

法定代表人：张坚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汽车零部件研发；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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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股权结构如下图：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联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100% 

上海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74.63% 25.37%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联新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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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名称：佛山骏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3月 5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穆院村委会“陶洞岗”之一（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徐团华 

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新车零售，汽车旧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及零配件

批发，汽车修理与维护，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保险代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汽车租赁，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安装及其维护，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网络预

约出租车经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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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股权结构如下图： 

 

 

 

 

 

 

 

（5）公司名称：德中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5月 29日 

注册地点：香港九龙山林道 13-15号 2 字楼 C座 

法定代表人：徐咸大 

注册资本：HK$100,000.00 

经营范围：贸易及投资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股权结构如下图：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中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100%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骏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1% 

胡效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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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名称：长春骏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9月 5日 

注册地点：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硅谷大街 5777号 

法定代表人：徐团华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汽车装饰美容，汽车置换，二手车销

售，汽车租赁，汽车保险代理，汽车贷款信息咨询，汽车维修设备销售与租赁，

汽车救援服务，汽车代驾，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维修，文体办公用品销售，

汽车信息咨询，会展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股权结构如下图： 

 

 

 

 

 

 

经查证，以上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五、佛山骏耀其他股东未进行担保及被担保方未进行反担保的理由和说明 

佛山骏耀的另一股东胡效龙作为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不参与佛山

骏耀的日常经营管理，同时考虑到佛山骏耀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1%股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故同意股

东胡效龙不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以及不要求控股子公司佛山骏耀对此次担保进

行反担保措施。 

本次担保项下控股子公司佛山骏耀融资不属于流动资金融资而是定向汽车

金融融资，即控股子公司佛山骏耀、广汽丰田、银行三方签署协议，由银行释放

融资额度供佛山骏耀从广汽丰田厂家购进商品车辆进行销售，并由银行指定的监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骏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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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进行全程监管。 

被担保方佛山骏耀为担保方控股子公司，其重大经营事项须经过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充分论证和决策，由公司实际控制，并能够掌握其经营、财务状况，其经

营风险可控，未进行反担保安排亦符合商业逻辑和惯例。 

佛山骏耀主营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及相关服务，在当地市场广阔，盈利前景较

好，后期正式经营后偿债能力较高，确保该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议案是确定年度对外担保额度总预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主

要内容由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七、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长春德联、上海德联、德联新源、德中贸易、长春骏德均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佛山骏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其

向银行申请授信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的范围之内。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长春德联、上海德联、德联新源、佛山骏耀、

德中贸易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长春骏

德进行车辆库存融资提供担保。上述担保均不涉及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 

截止信息披露日，本次审议的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02%；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包括此次董事会审批的担保数额）

为 103,499.89 万元，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89%。 

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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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