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3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2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并提供相应担保、申请融资租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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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022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3亿元（包括尚未到期的

授信额度）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不超

过 13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拟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固定资产融资

租赁不超过 2亿元。 

 被担保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上海徕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康连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徕木电子（江苏）有限公司、上海爱

芯谷检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无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包括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5,201.88

万元，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3,299.10万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

形。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2022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上海徕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徕木科技”）、徕木电子（江苏）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徕木”）、上海康连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连



 

 

电子”）、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徕木”）、上海爱芯谷检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芯谷”）2022年度拟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松江支行、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通银行奉贤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七宝支行、宁波银行松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

寿支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寿支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汉寿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支行等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

亿元（包括尚未到期的滚动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

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授信业务为准，授信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专项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等，期限包

括短期借款、中长期借款等，具体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相

应的担保，公司与所属子公司之间可互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

亿元（包括已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借款担保余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 

1、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徕木科技、康连电子、湖南徕木、江苏徕木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2亿元（含实际已发生借款担保余额5,201.88万元）； 

2、所属子公司徕木科技、康连电子、湖南徕木、江苏徕木为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11亿元（含实际已发生借款担保余额43,299.10万元）； 

二、2022年度融资租赁情况概述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等融资租

赁机构申请固定资产融资租赁授信额度2亿元，并为所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融资租赁方式包括回租赁和直租赁。 

为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依据公司相关流程在上述融资租赁额度、授信额度及担保条件内办理具体

融资租赁、授信、担保及基于授信的具体融资业务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 

上述授权期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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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述额度及范围的授信及担保、融资租赁，则超过部分需根

据相关规定重新履行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三、被担保单位基本情况 

1、上海徕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9月 28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新爱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 651弄 88号 3幢 

经营范围 
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汽车配件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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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徕木股份 100%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8,935,598.99 

负债总额 3,275,338.64 

流动负债总额 3,275,338.64 

银行贷款总额 - 

净资产 5,660,260.35 

资产负债率（%） 36.65 

营业收入 692,591.61 

净利润 249,823.05 

2、上海康连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 5月 13日 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新爱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 651弄 88号 1栋 4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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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产品、模具及配件、五金机电生产、加工、销售；

偏光片、液晶模块、触摸屏的生产；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第一



 

 

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医疗器械批发、零售；劳防用

品（除医用）、防尘口罩（非医疗器械类）生产、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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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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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徕木股份 98.08% 

徕木科技 1.92%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104,883,336.02 

负债总额 76,397,119.76 

流动负债总额 76,397,119.76 

银行贷款总额 15,000,000.00 

净资产 28,486,216.26 

资产负债率（%） 72.84 

营业收入 47,625,906.97 

净利润 934,718.22 

3、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 1月 18日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方培喜 

注册地址 湖南常德市汉寿经济开发区黄福居委会麒麟路 88号 

经营范围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销售；模具及配件、电子产品（不含无线广

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备）、五金机电配件、冲

压制品、注塑制品、电子连接器、汽车零配件、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研发、制造、销售；Ⅰ类、Ⅱ类医疗器械、工业防护用品、劳保用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非织造材料及制品、环保材料、炭材料、玻璃

纤维及制品、新材料及相关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机械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含网上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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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徕木股份 98.33% 

徕木科技 1.67%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332,533,402.11 

负债总额 277,532,022.96 



 

 

流动负债总额 271,320,133.75 

银行贷款总额 43,000,000.00 

净资产 55,001,379.15 

资产负债率（%） 83.46 

营业收入 130,827,396.51 

净利润 1,625,892.99 

4、徕木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 9月 13日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方培喜 

注册地址 东台经济开发区东区五路9号 

经营范围 

电子连接器、端子、护套、电子连接器组件、五金机电零配件、

冲压制品、注塑制品、电子产品设计、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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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徕木股份 100.00%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78,323,633.92 

负债总额 49,093,662.22 

流动负债总额 43,745,683.50 

银行贷款总额   

净资产 29,229,971.70 

资产负债率（%） 62.68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289,221.97 

5、上海爱芯谷检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5月13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静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651弄20号2幢2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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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创业空间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认

证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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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康连精密 100.00% 

与公司关系 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110,654.27 

负债总额 306,146.20 

流动负债总额 306,146.20 

银行贷款总额 0 

净资产 -195,491.93 

资产负债率（%） 2.77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95,491.93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授信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融资租赁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

保总额、融资租赁额度仅为公司拟办理和申请的授信额度及拟提供的担保额度、

融资租赁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融资租赁金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

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包括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5,201.8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0%；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3,299.10 万元，（其中借款担保余额 43,299.10 万元，融资租赁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16%。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六、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2 年 4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022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提供

相应担保、申请融资租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

申请融资租赁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

申请融资租赁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次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融资租赁，并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项是在公司业务发展

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的，且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022 年度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提供相应担保、申请融资租赁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请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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