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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68        证券简称： 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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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阜阳常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马鞍山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丰宁满族自治县宏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22年预计担保额度：预计2022年内到期解除担保额度为7,037万元人民

币，在2021年底担保余额基础上新发生担保额度52,900万元人民币，公司2022

年实际净增加担保额度为45,863万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累计数额：截止2021年12 月31 日，公司对外（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为36,100万元人民币，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现象。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融 

资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结合2021年担保实施情况，公司

预计2022年度担保计划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6,100万元人

民币，预计 2022年内到期解除担保额度为 7,037万元人民币，2022年公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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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额为52,900万元人民币，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89,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表： 

序号 公司名称 预计2022年新增担保

额度 （单位：万元）  

1 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12,900 

2 阜阳常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000 

3 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000 

4 马鞍山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5,000 

5 丰宁满族自治县宏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3,000 

6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2,000 

 合计 52,900 

上述额度为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预计总额，实际发生担保总额取决于被担保

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实际借款金额。在年度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各全

资子公司担保金额可内部调剂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比例：100.00%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与天津路交口 

法定代表人：吴应宏  

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机械产品销售；钢

材销售及技术咨询；场地、房屋、设备租赁；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股权投

资。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9,065.36 万元，

负债总额 22,114.3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2,085.57 万元，净资产 6,950.97 万

元, 营业收入为 130,835.98 万元，净利润 1,134.63 万元。（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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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阜阳常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比例：100.00%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阜阳市颍州区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合肥大道 9 号阜阳合肥现

代产业园区投资公司综合楼 0室 

法定代表人：吴应宏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钢材加工、

销售及技术咨询；汽车配件表面加工、集中配送、生产、销售；机械及零部件

加工、制造；房屋及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光伏发

电、电力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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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1,555.90 万元，

负债总额 15,848.1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3,860.29 万元，净资产 5,707.75 万

元, 营业收入为 18,336.41 万元，净利润 14.54 万元。（已经审计） 

 

3、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比例：100.00%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玉柴大道北端  

法定代表人：吴应宏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机械及零部

件加工、制造；钢材加工、销售及术咨询；房屋、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烟花爆竹及危险化学品除外）；光伏发电、电力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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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5,773.43 万元，

负债总额 35,115.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3,358.00万元，净资产 658.37万元, 

营业收入为 22,744.83 万元，净利润-787.58 万元。（已经审计） 

 

4、马鞍山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比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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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慈湖高新区霍里山大道北段 1669号 2栋 

法定代表人：吴应宏  

经营范围：钢材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汽车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及

技术咨询，机械产品销售，场地、房屋、设备租赁，仓储服务（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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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3,067.34 万元，

负债总额 10,508.0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978.51万元，净资产 2,559.32万元, 

营业收入为 19,730.75 万元，净利润 43.97 万元。（已经审计） 

 

5、丰宁满族自治县宏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比例：100.00%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迎宾南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吴应宏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制造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汽车配件制造、销售；

汽车配件制造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钢材开平、钢材剪

切、销售；房屋及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普

通货运；光伏发电、电力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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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4,996.66 万元，

负债总额 24,977.5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1,308.84 万元，净资产 19.10 万元, 

营业收入为 14,339.20 万元，净利润-2,200.36 万元。（已经审计） 

 

6、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比例：100.00%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路 30号  

法定代表人：吴应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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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机械产品

加工、制造与销售；房屋及相关设备租赁；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股权投资；

光伏发电、电力销售；钢材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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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2,665.67 万元，

负债总额 43,582.17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4,530.74 万元，净资产 19,083.51

万元，营业收入为 57,534.37万元，净利润 4,428.65万元。（已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 2022年日

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公司与市场各类金融主体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

的范围之内，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为本次对外担保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6,100 万元人民币，预计2022年内到

期解除担保额度为7,037万元人民币，在2021年底担保余额基础上新发生担保额

度52,900万元人民币，公司2022年实际净增加担保额度为45,863万元人民币。为

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高效顺畅的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没有损害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关于2022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36,100 万

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比例为 20.05%。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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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说明 

上述担保在各金融机构均有效，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全资子公司之间可以

调剂使用。授权董事长确定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

以本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有效期自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