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2-013 

债券代码：113598         债券简称：法兰转债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 2022 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2 年度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兰泰克”或“上市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总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相互提供担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法兰泰克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9,890.41 万元，占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34%。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情况概述 

2022 年 4 月 26 日，法兰泰克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申请 2022 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基于生产经营需要，法兰泰克及

公司 2022 年度拟向相关银行申请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

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

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在前述授信最高额度内，法兰泰克及公司相互提供

担保，担保期限为前述授信业务全部结束为止、担保范围包括实际发生的授信额

度本金及相关利息。具体以办理实际业务时与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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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法兰泰克及公司法定代

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办理具体的授信申请、担保业务，包括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该授权有效期从法兰泰克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法兰泰克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

下： 

（一）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法定代表人 钱红伟 

经营范围 

起重机械（轮式、履带式起重机械除外）、钢结构件的生产、安

装、改造和维修服务；起重机械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本

公司自产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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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1,021.06 万元、总负债 20,908.31

万元、净资产 20,112.75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521.89 万

元、净利润 3,696.54 万元。 

（二）苏州一桥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一桥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金路 1288 号 

法定代表人 费城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及销售：传动设备及其金属配套设备，并提供相关的技

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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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

60%股权，自然人费忠才、费城各持有其 2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79.46 万元、总负债 2,518.99

万元、净资产 1,160.47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53.17 万元、

净利润 312.94 万元。 



 

 

（三）法兰泰克（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法兰泰克（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市东路北侧 86 号 

法定代表人 钱红伟 

经营范围 

起重机械、建筑机械、工程机械、港口机电设备、立体仓库及相关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公共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激光技术及装备、智能机电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物

联网系统开发；云计算软件开发；机电项目工程；从事本公司自产

产品和同类产品的租赁、安装、改造、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机电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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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710.15 万元、总负债 18,310.24

万元、净资产 3,399.91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101.86 万元、

净利润 572.18 万元。 

（四）Eurocrane Austria Holding GmbH 

被担保人名称 Eurocrane Austria Holding GmbH 

住所 奥地利维也纳 Rockhgasse 6, 4. Stock 

法定代表人 Hannes Martin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通过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389.74 万元、总负债 22,409.80

万元、净资产 13,979.94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

利润 1,550.68 万元（EAH 作为持股平台，无实际经营业务，利润来

源于投资收益）。 

（五）Voith-Werke Ing.A.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 Co.KG., 

被担保人名称 Voith-Werke Ing.A.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 Co.KG., 

注册办事处 奥地利林兹特劳恩，Ganglgut 大街 13 号 

执行董事 Jin Hongping, Andreas Lackner 

经营范围 特种起重机及物料搬运解决方案的研发、制造、安装及售后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间接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7,469.71 万元、总负债 23,788.42

万元、净资产 3,681.29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677.04 万元、

净利润 3,728.87 万元。 

（六）杭州国电大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国电大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2 楼 B2197 室 

法定代表人 徐一军 

经营范围 

生产：起重机、水工金属结构部件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

让、批发、零售：电站专用设备，环保设备，起重运输及建筑工程

机械，自动化控制系统；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报经

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9,865.15 万元、总负债 25,015.44

万元、净资产 14,849.72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941.74 万

元、净利润 4,641.29 万元。 

（七）法兰泰克（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法兰泰克（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中央花苑 243 号 

法定代表人 陶峰华 

经营范围 

高空作业平台设备的研发、销售；起重机械设备、液压设备的销

售、维修、租赁、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机电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研

发、销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除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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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193.21 万元、总负债 8,123.48

万元、净资产 10,069.72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968.12 万元、

净利润-266.96 万元。 

（八）法兰泰克（安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法兰泰克（安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经济开发区纬四路南经八路西 

法定代表人 张车 

经营范围 
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通用设备修理；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销

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

属结构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基

础制造装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智能仓储装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

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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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于 2021 年 11 月设立，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九）法兰泰克（徐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法兰泰克（徐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土山寺邻里中心 144B 室 

法定代表人 郭飞鹏 

经营范围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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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特种设备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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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于 2022 年 4 月设立，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十）诺威起重设备（湖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诺威起重设备（湖州）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高新区外溪路 266 号 A 幢 701 室 

法定代表人 钱红伟 

经营范围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物料搬

运装备制造；电机制造；金属结构制造；特种设备销售；物料搬运

装备销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齿轮及

齿轮减、变速箱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

备修理；金属结构销售；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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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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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直接持股 75%，通过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25%

持股。 

主要财务指标 于 2022 年 3 月设立，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在申请综合授信的最高额度内，法兰泰克及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前述授信业务全部结束为止、担保范围包括实际发生的授信额度本金及相关利息。

具体以办理实际业务时与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法兰泰克及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并在该额度范围内相互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开

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担保行为。担保对象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不存在资源

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法兰泰克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本次申请

2022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主要是为公司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法兰泰克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没有出现违规担保、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次法兰泰克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相互提供担保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不会导致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2021年实际担保情况 

2021 年度法兰泰克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情况：截至 2021 年

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9,890.41 万元，占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15.34%，担保均无逾期情况发生。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对参与供应链融资与融资租赁的高空作业平台客户

所支付的货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余额为 278.34 万元，占 2021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21%，无逾期情况发生。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