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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12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2022 年度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杭州漫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拟提供担保金

额为 3,000 万元，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在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期限依据与金融机构最终签署的合同确

定。公司 2022 年度拟新增的担保额度 1.2 亿元人民币，新增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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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 

浙江双枪

竹木有限

公司 

100% 57.46% 2,370 3,000 3.23% 否 

浙江双枪

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

司 

100% 67.58% 0 2,000 2.15% 否 

龙泉双枪

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100% 0% 0 4,000 4.30% 否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 

杭州漫轩

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 70.48% 0 3,000 3.23% 否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小计 2,370 12,000 --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2 年度拟新增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1、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4 月 13 日 

注册地点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松源街道会溪工业园路 57 号 

法定代表人 郑承烈 

注册资本 6,12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竹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制造；软木制品制造；

软木制品销售；日用陶瓷制品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日用杂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

汽车装饰用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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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搪瓷制品销售；搪瓷制品制造；日用品批发；母婴

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

及器材批发；五金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母婴用品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

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地板制造；竹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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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郑承烈先生。公司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43,740.33 7,621,064.98 

负债总额 4,679,265.14 4,105,079.24 

净资产 3,464,475.18 3,515,985.74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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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675,661.60 990,244.71 

利润总额 478,606.31 60,963.94 

净利润 434,621.45 51,510.56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浙江双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双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8 月 6 日 

注册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竹城路 103 号 2 幢 1006 室 

法定代表人 邵娇飞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销售：农林牧产品（除食品药品）、厨卫用品、卫生用品、文具用品、竹木

餐厨配件、竹木家居产品、食用菌；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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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郑承烈先生。公司持有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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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4,860.48 308,258.04 

负债总额 307,399.29 134,815.55 

净资产 147,461.19 173,442.49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63,478.90 359,727.46 

利润总额 26,872.38 27,013.08 

净利润 25,169.94 25,981.31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浙江双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杭州漫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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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漫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3 日 

注册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创街 188 号 5 幢 501-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倪国伟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销售及网上销售：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竹木制品、不锈钢制品、

文体用品、办公用品、陶瓷制品、塑料制品、包装材料；服务：投资管理、

网络技术咨询、计算机硬件技术开发、企业策划。 

股权结构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郑承烈先生。公司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3,197.06 654,4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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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467,405.96 404,208.97 

净资产 195,791.10 25,0281.65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62,266.67 623,124.29 

利润总额 54,201.77 73,597.81 

净利润 34,064.99 54,490.56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杭州漫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

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龙泉双枪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龙泉双枪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8 月 26 日 

注册地点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剑池街道经济开发区塆头区块 1-2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 周兆成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竹制品制造；竹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林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具制造；工艺

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日用品

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日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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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本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郑承烈先生。公司持有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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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9,523.57 408,366.52 

负债总额 0.00 -174.13 

净资产 399,523.57 408,540.65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476.43 -982.92 

净利润 -476.43 -982.92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杭州漫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

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中的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

的担保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拟新增的担保额度预计事项主要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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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资金需求。 

2、本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担保，各相关

子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总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

影响。 

3、以上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没有违反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2022 年度，公司拟在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

对外担保，担保总金额上限为 1.2 亿元，该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公司日常经营和

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本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担保、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担保，有利于解决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保障子公司生产经营的

稳定性，且上述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

司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制定的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若本次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审批通过，按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上限计算，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 5.38%；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61%。 

截至目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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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