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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8       证券简称：喜临门     公告编号：2022-012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和1,000

万美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提供不超过32

亿元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的担保。 

 担保及被担保人名称： 

1.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母公司”或“喜

临门”）； 

2. 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3. 喜临门酒店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家具”），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4. 浙江喜临门软体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体家具”），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 

5. 喜临门广东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6. 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7. 杭州喜临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商务”），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 

8. 杭州昕喜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喜家具”），系公司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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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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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9. 杭州喜跃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跃家具”），系公司全资

子公司； 

10. 河南喜临门家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司”），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 

11. Saffron Living Co.,Limited（以下简称“Saffron”）,系公司孙公

司； 

12. 浙江顺喜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喜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 综合授信情况 

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亿元及 1,000万美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上述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本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

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实际资金需求确定。 

(二） 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拟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不超过 32亿元及 1,000万美元的担保，具

体情况如下： 

1、母公司拟为下列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 拟为北方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 

（2） 拟为酒店家具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 

（3） 拟为广东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 

（4） 拟为成都公司提供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担保。 

（5） 拟为电子商务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 

（6） 拟为昕喜家具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担保。 

（7） 拟为喜跃家具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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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拟为河南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 

（9） 拟为 Saffron 提供不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担保。 

（10） 拟为顺喜公司提供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担保。 

2、下列子公司拟为母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北方公司拟为母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00万元的担保。 

（2）软体家具拟为母公司提供不超过 70,000万元的担保。 

本次拟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32亿元人民币和 1,000万美元（按 2021年末汇率

6.3757 测算），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102.01%，在担保总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

调剂，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在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签订具体授信或担保协议，并授权公司法

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协议。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授信或

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四）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喜临门 浙江省 

绍兴市 

陈阿裕 软垫家俱，钢木家俱，气弹簧床垫及其配件，电动床及

其配件，按摩保健器材，电子保健器材，通用零部，驱

动电机，电源适配器，电子元器件，智能家居用品，家

用电器，民用灯具，音响设备，床上用品，日用金属制

品，服装鞋帽，文具，办公用品，装饰材料及装潢材料

（除危险化学品），海绵，工艺制品，纺织品的研发、

生产、加工、销售；家俬产品，助眠类保健食品，香薰

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家俬信息咨询服务；

非医疗性健康管理及咨询。 

北方公司 河北省 

廊坊市 

金宝红 生产、加工、销售:软体家具、木制品、床上用品、塑

料泡沫;销售:钢木家具,日用金属制品,服装鞋帽,文

具,办公用品,装饰材料及装潢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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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品;货物进出口;家具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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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家具 浙江省 

绍兴市 

陈方剑 生产、安装：宾馆家具；批发零售：软体家俱、钢木家

俱、床上用品、日用金属制品、服装、鞋帽、文具、办

公用品、装饰材料、装潢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工艺

制品；货物进出口；仓储服务；家具信息咨询服务。 

广东公司 广东省 

佛山市 

熊检斌 软体家具、床上用品制造、销售；钢木家具、日用金属

制品、服装鞋帽、文具、办公用品、装饰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工艺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家私信息咨询服务。 

成都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 

孙航 软体家具、床上用品制造、销售;钢木家具、日用金属

制品、服装鞋帽、文具、办公用品、装饰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工艺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家俬信息咨询服

务;普通货运。 

电子商务 浙江省 

杭州市 

余宏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母婴

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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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昕喜家具 浙江省 

杭州市 

吴广 一般项目:家具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

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办公用品销售;

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家

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

器辅件销售;日用产品修理;日用电器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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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喜跃家具 浙江省 

杭州市 

朱小华 经销：家具，床上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文具，

办公用品，装饰材料，工艺礼品，家居用品，装潢材料；

服务：提供（床垫、家具）上门维修。 

河南公司 河南省 

开封市 

丁春锋 生产、加工、销售软体家具、木制品、床上用品、塑料

泡沫,销售:钢木家具、日用金属制品、服装鞋帽、文具、

办公用品、装饰材料及装潢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工

艺品,货物进出口,家俬信息咨询服务。 

Saffron 泰 国 春

武里府 

章杰 家具生产与销售、进出口业务。 

顺喜公司 浙江省 

绍兴市 

张玉东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 

（二）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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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 753,344.11 343,275.70 388,317.31 48,164.02 

北方公司 80,176.47 52,536.61 70,884.57 2,939.56 

酒店家具 30,194.92 12,526.38 26,787.67 427.68 

广东公司 39,056.28 10,957.30 70,686.51 4,435.05 

成都公司 27,115.31 6,803.81 43,981.94 2,146.91 

电子商务 17,095.44 -3,779.01 74,755.81 -2,281.85 

昕喜家具 38,230.52 -2,108.93 150,172.24 -1,318.89 

喜跃家具 15,484.22 -1,247.70 49,916.07 -1,453.02 

河南公司 38,980.07 18,069.33 36,107.62 61.74 

Saffron 20,909.72 18,000.71 7,273.60 -3,969.23 

顺喜公司 127,909.67 9,322.66 227,030.99 -666.65 

注：上表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为单体口径数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授信及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涉及授信或担保

的母公司、所属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53,984.64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8.13%；上市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24,139.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 7.54%。除公司因出售子公司浙江晟喜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0%股权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情况外，以上担保均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

外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利用上市公司内部优质信用获得发展所需资

金十分必要。母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和有条件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不仅能

支持母子公司双方共同的发展，也能有效的控制风险。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信和

经营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整体风险可控，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

险及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且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不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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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母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

为母公司提供部分担保，有助于公司高效、顺畅的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通过该议案，并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