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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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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伊之密”）为子

公司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之密注压”）、伊之密精密

机械（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伊之密”）、伊之密精密机械（苏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伊之密”）、佛山伊之密精密橡胶注射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伊之密橡胶”）、广东伊之密高速包装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之密

包装”）、伊之密机器人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之密机器人”）、

广东佳全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全号租赁”）、佛山市火神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神环保”）、广东伊之密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

之密智造”）、YIZUMI ADVANCED PROCESSING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印度先进成型”）、YIZUMI PRECISION MACHINERY 

(INDIA)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印度工厂”）、YIZUMI PRECISION 

MACHINERY (GERMANY) GMBH I.G.（以下简称“德国销售中心”）、YIZUMI 

HPM CORP（以下简称“HPM 公司”）、YIZUMI GEMANY GMBH（以下简称“德

国技术中心”）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分支机构、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分支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分行及境外分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境外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顺德容桂支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申请合计人民币 31.93 亿元、美元 3,2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12



个月或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贷款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贷款由

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

事项需经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详细内容如下： 

二、 担保情况概述 

1、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 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05 月 31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五沙居委会顺昌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甄荣辉 

注册资本：39,48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研究半固态镁合金注射成型机、镁合金压铸机、橡

胶注射成型机、精密节能塑料注射成型机、低压铸造机及零配件；模具及非金属

制品模具设计、制造与销售；静液压驱动装置设计与制造；废旧塑料、电器、橡

胶、电池回收处理再生利用设备的制造；提供机器设备应用技术咨询；泵、阀门、

压缩机及类似机械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经营本公司产品及技术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伊之密注压资产总额为

2,156,615,964.02 元，负债总额 1,141,221,123.70 元，净资产为 1,015,394,840.32

元，营业收入为 2,359,749,905.05 元，利润总额为 425,572,341.32 元，净利润为

368,192,407.47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 伊之密精密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地点：香港 

法定代表人：甄荣辉 

注册资本：985 万美元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子公司伊之密精密机械（香港）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23,737,935.79 元，负债总额 349,733,538.04 元，净资产为

74,004,397.75 元，营业收入为 735,189,876.47 元，利润总额为 8,917,242.16 元，

净利润为 7,506,888.16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 伊之密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17 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南巷路 

法定代表人：曾继华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伺服高精密注塑机、非金属制品模具的生产，本公司自产产品的

销售；提供维修及应用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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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州伊之密资产总额为

446,713,918.95 元，负债总额 311,950,984.54 元，净资产为 134,762,934.41 元，营

业收入为 249,513,415.29元，利润总额为 26,506,306.20元，净利润为 21,249,022.14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 佛山伊之密精密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06 月 30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路 22 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甄荣辉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橡胶注射成型机及附件；橡胶硫化成形机及附件；模具

的设计开发及制造；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咨询；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60%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壹鎏产品设计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其 4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伊之密橡胶资产总额为

125,860,215.42 元，负债总额 57,737,761.28 元，净资产为 68,122,454.14 元，营业

收入为 136,921,030.07 元，利润总额为 24,819,540.80 元，净利润为 22,556,572.28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 广东伊之密高速包装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23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五沙居委会顺昌路 9 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张涛 

注册资本：1,501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研发、销售：包装用 PET 瓶坯成套生产设备、塑料包装

容器成套生产设备、高速包装专用注塑机、周边自动化配套设备、模具设计与制

造、模具及机器相关零配件；提供机器设备应用技术咨询；经营本公司产品及技

术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51%股权、李卫东持有其（2%）股权、雷仁贵持

有其（15%）股权、黄栈财持有其（3.3%）股权、刘丰平持有其（1.7%）股权、

李斌礼持有其（8.1%）股权、林敏贞持有其（14.7%）股权、余妙宇持有其（4.2%）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伊之密包装资产总额为

104,760,691.93 元，负债总额 69,249,269.50 元，净资产为 35,511,422.43 元，营业

收入为 127,657,376.06 元，利润总额为 16,587,047.61 元，净利润为 16,236,314.15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六） 伊之密机器人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6 月 02 日 

注册地点：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巷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高潮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设备的技术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

服务（不含橡塑制品生产）；节能环保自动化机械、机电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

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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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85.50%股权、苏州伊克丰斯自动化产品设计有限

公司持有其 11.50%股权、杨永敏持有其 3%股权。 

主要财务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伊之密机器人资产总额为

50,751,905.51 元，负债总额 58,616,715.70 元，净资产为-7,864,810.19 元，营业收

入为 56,344,368.51 元，利润总额为-6,268,623.72 元，净利润为-6,347,954.33 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七）广东佳全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24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居民委员会国泰南路 3 号保利

商贸中心 3 座 17 层 1703-1-1 

法定代表人：余焯焜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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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佳全号租赁资产总额为

462,405,609.26 元，负债总额 257,447,652.39 元，净资产为 204,957,956.87 元，营

业收入为 26,149,094.32 元，利润总额为 6,214,484.48 元，净利润为 4,821,475.94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八）佛山市火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注册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昌路 9 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余焯焜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环保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研发、生产：伺服注塑机、环保设

备；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



批准的项目）；固体废物处理（不含危险化学品经营）。(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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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伊之密注压持有其 51.00%股权、佛山市易事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49.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火神环保资产总额为 129,754,644.53

元，负债总额 114,477,367.64 元，净资产为 15,277,276.89 元，营业收入为 0.00

元，利润总额为-12,696,535.31 元，净利润为-12,696,535.31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九）广东伊之密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31 日 

注册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新汇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甄荣辉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业机器人制造；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铸造机械制造；铸造机械销售；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

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模具销售；模具制造；液压动力

机械及元件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

金属切削加工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上项目不

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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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新成立公司，未有财务指标。 

（十） YIZUMI ADVANCED PROCESSING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注册地点：印度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市 

公司董事：陈立尧、Yash A Shah 



注册资本：2 亿卢比 

股权结构：香港伊之密持有其 90%股权：伊之密持有其 10%股权 

主营业务:  进行业务设计、制造、生产、制定、装配、制造、建造、销售、

采购、交易过程、设计、开发、销售、维修、服务、翻新,进口,出口,包括但不限

于研发高精度伺服注塑机,压铸机,橡胶射出成型机、压机、液压机械、低压铸造

机、管包装机械、道路清扫机、塑料、金属和橡胶相关产品及其零部件和配件的

非金属产品模具和液压驱动装置,生产电液比例伺服组件、泵、阀门、压缩机及

类似机械、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设备、节能环保等自动化机械和其他塑料、橡胶、

压铸商业和工业机械和用品。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度先进成型资产总额为

81,550,846.13 元，负债总额 70,823,358.59 元，净资产为 10,727,487.54 元，营业

收入为 0.00 元，利润总额为-3,727,937.77 元，净利润为-3,747,167.94 元。以上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十一）YIZUMI PRECISION MACHINERY (INDIA) PRIVATE LIMITED 

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4 日 

注册地点：印度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市 

公司董事：张涛、Ramesh Varadan 

注册资本：3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研究伺服高精密注塑机、橡胶注射成型机。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90%股权，Ramesh Varadan 持有其 1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度工厂资产总额为 48,439,863.15

元，负债总额 27,637,152.03 元，净资产为 20,802,711.12 元，营业收入为

75,148,911.88 元，利润总额为 8,982,209.91 元，净利润为 6,253,871.15 元。以上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十二）YIZUMI PRECISION MACHINERY (GERMANY) GMBH I.G.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点：Mietobjekt 90547 Stein, Gewerbering 8, Nürnberg, Germany 

公司董事：张涛 

注册资本：2.5 万欧元 



主营业务：销售注塑机及配件和服务 

股权结构：香港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国销售中心资产总额为

39,105,977.29 元，负债总额 48,846,327.89 元，净资产为-9,740,350.60 元，营业收

入为 8,272,940.44 元，利润总额为-7,011,668.98 元，净利润为-7,011,668.98 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十三）YIZUMI HPM CORP 

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1 日 

注册地点：3424 State Route 309 Iberia, Ohio 

公司董事：甄荣辉 

注册资本：641 万 USD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压铸机、注塑机、橡胶机及相关配件和服务 

股权结构：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YIZUMI HPM CORP 资产总额为

98,882,808.38  元，负债总额 82,173,668.82 元，净资产为 16,709,139.56 元，营

业收入为 55,862,064.85 元，利润总额为 6,360,033.35 元，净利润为 6,360,033.35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十四）YIZUMI GEMANY GMBH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点：Konrad-Zuse-Straße 41, 52477 Alsdorf  

公司董事：甄荣辉  

注册资本：25000 欧元 

主营业务：从事塑料加工和金属髙压压铸之机器与系统的开发,成果展示技

术中心的建设和运营  

股权结构： 香港伊之密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德国技术中心资产总额为

54,600,183.92  元，负债总额 77,637,325.15 元，净资产为-23,037,141.23 元，营

业收入为 25,465,168.85 元，利润总额为-11,683,890.86 元，净利润为-11,683,890.86

元。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8 亿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含 1.5 亿票据池融资额度，以票据质押为担保方式），授信期限

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由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火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申请保证方式的固定资产贷款等值人民币 3,600 万元，授信

期限不超过 60 个月。公司为佛山市火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分支机构申请等值人民币 4.17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3、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分支机构

申请共用等值人民币 7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敞口额度 4 亿元），含 7 亿元

集团票据池融资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

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及其境外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4.4亿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不含项目贷款额度），其中 3.9 亿元为敞口授信额度，0.5 亿元为

低风险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敞口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

保，子公司在敞口授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低风险授信额度办理业务，可在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开立对应业务保证金账户，并

就业务提供保证金质押，与中国银行顺德分行签订《保证金质押总协议》。 

5、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境外分行申请等

值美元 3,200 万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



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按贷款金额 110%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6、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

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7、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3 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

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8、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顺德容桂支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3 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

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9、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及缔结外汇金融衍生交易合同，授信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在授信额度

内使用无需担保，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使用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有关申请授信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

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7.76 万元（不含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0.05%，本公司

对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71,846.99 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31.87%。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有关议案及 2021 年度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