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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87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8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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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才高科”）、

青岛中和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材料”），前述被担保人为德才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德才高科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整，公司为中和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德才高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170 万元，为中

和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17 万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75,1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35%。本次被担保对象

中中和材料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下属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德才高科、中和材料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子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为德才高科、中和材料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

带保证责任，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9月 27 日，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作为保证人向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

责任，为德才高科、中和材料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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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5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其中，对资产负

债率在 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对资产负债率在 70%以

下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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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

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工业园 3 区 

法定代表人：叶得森 

注册资本：20,000 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金

属门窗工程施工；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金属密封

件制造；金属密封件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零配件销售；弹簧制造；弹簧销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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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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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1 年 09 月 02 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44,748.36 万元，负债总额

25,348.68 万元，资产净额 19,399.6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36.58 万元

和流动负债总额 25,348.68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550.63 万

元，净利润 588.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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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49,894.73 万元，负债总额

30,128.87 万元，资产净额 19,765.8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220.82 万元，

和流动负债总额 30,128.87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7,803.07 万元，

净利润 366.18 万元。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2. 公司名称：青岛中和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 号甲 5 号楼 301 室 

法定代表人：裴文杰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销售：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幕墙材料、景观材料、

木材及木制品、石材、钢材、建筑工程设备、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卫生洁具、

家具、家纺家饰、装饰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电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设

备、酒店设备、暖通设备、净水设备、照明设备、自动门、墙壁开关、棉纺织品、

酒店用品、皮革制品、花木盆景、纸制品、五金交电、水暖器材、制冷设备（不

含液氨制冷设备）、工艺品（不含文物）、电线电缆，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类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目待取得许可后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国内货运代理，普通货运（依据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仓

储服务（不含冷冻冷藏、危险品及违禁品），装卸服务（不含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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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7 年 3月 28 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07,224.53 万元，负债总额

107,188.84 万元，资产净额 35.6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 万元和流动负

债总额 107,188.84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205.28 万元，净

利润-179.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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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41,655.67  万元，负债总

额 141,567.29  万元，资产净额 8.38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00 万元

和流动负债总额 141,567.29 万元；2022 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41,138.59 

万元，净利润 52.68 万元。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 

债务人：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责任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2、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 

债务人：青岛中和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责任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其生产

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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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

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

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

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

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担保的问题，不存在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上述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75,126 万元，均为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5,126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3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月 28 日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德才高科 

《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和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