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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22）019 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本公司” ）及董

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融资需求，公司拟对子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相

应担保，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对子公司龙图企业有限公司（DRAGON WILL ENTERPRISE 

LIMITED，以下简称“龙图企业”)、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东菱”)、

佛山市顺德区东菱智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菱智慧”)、佛山市顺德

区凯恒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恒电机”)、佛山市顺德区庆菱压铸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庆菱压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林

股份”)的融资业务（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押汇、远期外汇等业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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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余额 

（注 1） 

本次审议

担保额度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新宝 

股份  

龙图企业

（注 2） 
100% 57.65% 6,500 45,000  7.10% 否 

滁州东菱 100% 56.85% 32,750 40,000   6.31% 否 



 2 

东菱智慧 100% 53.26% 17,050 60,000  15,000 9.46% 否 

凯恒电机 70% 80.21% 6,050 35,000   5.52% 否 

庆菱压铸 100% 88.95% 3,000 10,000   1.58% 否 

威林股份 92% 32.30% 2,000 40,000  20,000 6.31% 否 

 合计 - - 67,350 230,000 35,000 36.26%  

注 1：已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

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注 2：龙图企业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45,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上述担保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担保期限以公司实

际签署担保协议为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授权董事长郭建刚先生全权代表

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龙图企业有限公司（DRAGON WILL ENTERPRISE 

LIMITED)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4 日 ；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赫德道 2 号金麒商业中心 2 楼； 

法定代表人：郭建刚； 

注册资本：1 万元（港币）； 

主要经营业务：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龙图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6,392,798.86             424,257,637.68 

负债总额         352,600,284.54             244,582,162.4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52,600,284.54             244,582,1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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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173,792,514.32             179,675,475.26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95,314,841.62 346,752,930.25 

利润总额 58,477,714.25 7,751,611.51 

净利润 50,086,409.07 6,472,595.60 

2、公司名称：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3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扬子东路 1777 号； 

法定代表人：刘志峰；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家用电器及零配件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家用电器模具

设计、制造及销售；家用电器产品及零配件认证测试服务；包装装潢印刷、其他

印刷品印刷；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滁州东菱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8,815,304.73           855,635,687.61 

负债总额          536,546,301.55           486,462,368.89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36,546,301.55           486,462,368.89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372,269,003.18           369,173,318.72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0,200,356.48 173,124,493.91 

利润总额 13,693,698.10 -4,123,324.82 

净利润 12,045,053.27 -3,095,684.46 

3、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东菱智慧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15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 26 号（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周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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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生产经营家用电器产品及电子产品，水处理设备，机械设备，

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镍镉电池、动力电池（用于家电产品、数码产品，移动

电源），模具、电机、电路板零配件、塑料制品（国家限制、禁止类除外）、工程

塑料、精密压铸件；从事家用电器产品及电子产品的产品设计、模具设计、嵌入

式软件设计、认证测试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东菱智慧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8,637,399.65 1,474,624,200.50 

负债总额       651,772,977.76  785,357,363.9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51,772,977.76  785,357,363.97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696,864,421.89 689,266,836.53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8,664,971.11 7,1891,666.66 

利润总额         20,321,229.19           -10,130,113.82 

净利润      15,023,646.29 -7,597,585.36 

4、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凯恒电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24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冲鹤村委会富安工业区 25-2-3； 

法定代表人：梁锦全； 

注册资本：1,428.57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生产经营各种类型电机、电机配件、电器、电器零配件，经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7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凯恒电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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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236,899.51 189,704,655.99 

负债总额        155,606,363.22 152,153,267.9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55,606,363.22 152,153,267.98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36,630,536.29 37,551,388.01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5,986,326.98   72,663,427.46 

利润总额            -7,879,899.23    1,083,354.96 

净利润            -6,064,319.75  920,851.72 

5、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庆菱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1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众裕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卢桐杰；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货物进出口（不含烟草及其制品）；技术进出口；发电、输

电、供电业务。有色金属铸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庆菱压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387,616.70      152,664,800.22 

负债总额          152,416,017.73       135,796,918.8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52,416,017.73       134,307,283.39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20,971,598.97         16,867,881.35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8,294,625.04 70,136,238.27 

利润总额            -7,146,917.70 -5,472,623.50 

净利润            -5,344,342.84 -4,103,717.62 

6、公司名称：广东威林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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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5 年 07 月 15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龙升南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葛嘉宝；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研究、生产、销售：高性能改性塑料、塑料制品、模具；经

营和代理上述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92%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威林股份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经审计） 2022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3,328,239.79 294,439,337.37 

负债总额           109,214,938.68 95,091,663.1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09,214,938.68 95,091,663.18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194,113,301.11 199,347,674.19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7,045,608.23 122,588,779.47 

利润总额 17,068,263.24 6,176,242.17 

净利润 14,535,145.16 5,234,373.08 

三、 担保主要内容 

被担 

保方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万元） 
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 

龙图企

业（注 1）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签署担

保协议为准 
45,000 不适用 

滁州 

东菱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签署担

保协议为准 
40,000  不适用 

东菱 

智慧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签署担

保协议为准 
60,000  不适用 

凯恒 

电机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签署担

保协议为准 
35,000  

少数股东佛山智美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

伙）以其持有凯恒电机的股份提供反担保 

庆菱 

压铸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签署担

保协议为准 
10,000  不适用 

威林 

股份 

连带责任 

保证 

实际签署担

保协议为准 
40,000  

少数股东佛山市顺德区威之达投资有限公

司以其持有威林股份的股份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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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30,000 
 

注 1：龙图企业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45,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具体担保协议以与银行实际签署为准，不得超过批准额度。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

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担保事项中，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上述被

担保对象目前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公司为上述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公司主要对控股子公司凯恒电机、威林股份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融资业务

（用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商业承兑

汇票贴现、押汇、远期外汇等业务）提供担保，目前凯恒电机、威林股份经营稳

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本次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控股子公司凯恒电机、威林股份的其他少数股东以其持有凯恒电机或

威林股份的股份提供反担保。 

除控股子公司凯恒电机、威林股份之外，其余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其余被担保方本次担保事宜未采取反担保措

施。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有利于增强

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

控制。上述对外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事项，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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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并将此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有利于增强

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

控制。上述对外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事项，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七、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议案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23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为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2021 年度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7.3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签署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 67,350 万元

人民币，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07%。 

公司及子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八、 备查文件 

1、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