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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08  证券简称：建霖家居   公告编号：2022-012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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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建霖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匠仕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建霖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厦门阿匹斯智

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瑞摩宅兹（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拟为部分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对

上述全资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6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

满足公司部分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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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拟为漳州建霖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匠仕

工业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建霖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厦门阿匹

斯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瑞摩宅兹（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合计金额不超过 2.1亿元的担保。担保额度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士在上述

担保额度内办理签署法律文书、调整担保方式和确定担保金额等

担保事项的相关事宜。上述担保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根据各

被担保方实际经营情况调剂使用。公司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

准，决议有效期内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纳入本担保事项范围。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以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被担保人名称：漳州建霖实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长泰县经济开发区古农农场银塘工业园 

2、法定代表人：张益升 

3、经营范围：日用塑料制品制造；塑料零件制造；其他未

列明的塑料制品制造；其他日用杂品制造；金属制卫生器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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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制造；其他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其他未列明产品制造；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其他未列明零售业；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其他未列明的

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其他未列明房地产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互联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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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707.97 

负债总额 7,635.26 

银行贷款总额 2,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237.71 

资产净额 18,072.71 

营业收入 5,017.82 

净利润 42.76 

（二）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匠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路 1616号六、七楼 

2、法定代表人：陈岱桦 

3、经营范围：专业设计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

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五金产品

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服务；办公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住房租赁；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技术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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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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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5.06 

负债总额 909.7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909.73 

资产净额 1,085.33 

营业收入 2,152.28 

净利润 963.83 

（三）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建霖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昆路 2377 号 4 幢 901-1376

室 

2、法定代表人：涂序斌 

3、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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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卫生洁具研发；五

金产品研发；家用电器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金属制

品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

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

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

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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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品批发；化妆品批发；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

护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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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1.84 

负债总额 417.1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84.72 

资产净额 814.74 

营业收入 121.65 

净利润 -244.16 

（四）被担保人名称：厦门阿匹斯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厦门市集美区英瑶路 198-204 号厂房主楼一

层、五层 

2、法定代表人：涂序斌 

3、经营范围：机器人及智能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

售（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其

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轻小型起重设备制造；生产专用车辆制造；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其他物料搬运设备制造；其他传动部件制造；

机械零部件加工；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环境监测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其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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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其他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工

业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试验机制造；

通用设备修理；其他未列明专业设备修理（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电气设备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其他未列

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的

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

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专业

化设计服务；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事项）；日用塑料制品制造；塑料零件制造；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其他日用杂品制造；其他未列明制造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4、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929.45 

负债总额 8,069.91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7,285.07 

资产净额 6,859.54 

营业收入 6,5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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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22.59 

（五）被担保人名称：瑞摩宅兹（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昆路 2377 号 4 幢 901-2189

室 

2、法定代表人：陈岱桦 

3、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卫生洁具研发；五金产品研发；家用电器

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金属制品研发；物联网技术研

发；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

护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气体、液

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五金产品批

发；包装服务；家用电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办公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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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25.72 

负债总额 368.25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68.25 

资产净额 2,257.47 

营业收入 485.48 

净利润 -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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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内容、期限：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书面协议为

准。 

（二）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

保证）、抵押和质押。 

经测算，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1 亿

元，具体金额、担保方式、期限等协议主要内容将由公司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在总授权额度下，被担保人和担保额

度的分类对应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性质 担保银行 预计担保额度 

（万元） 

1 漳州建霖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厦门银行 6,000 

2 漳州建霖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 3,000 

3 厦门匠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兴业银行 3,000 

4 上海建霖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厦门银行 3,000 

5 厦门阿匹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厦门银行 3,000 

6 瑞摩宅兹（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厦门银行 3,000 

合计 21,000 

本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

不再就核定额度内的担保事项召开董事会逐笔审议。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士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内办理签

署法律文书、调整担保方式和确定担保金额等担保事项的相关事

宜。上述担保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根据各被担保方实际经营

情况调剂使用。公司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在决议有效期

内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纳入本担保事项范围。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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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经营稳健，资

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风险整体可控。同时，公司以核定

担保额度的形式对担保情况做出预计，兼顾了公司经营实际，提

高了决策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此外，在上述担保实

施的过程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严控担保风险，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6亿

元，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2.31%，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