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2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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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为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科技”）

及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本次提供担保额度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65.66%，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02月25日、2022年03月16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2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融资提

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02月26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2022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和融资担保安排，为保障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

及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调整并新增2022年度的担保额度预计： 

（1）根据公司实际经营与金融机构授信业务情况，原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分配由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2）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49,000万

元，其中新增对公司孙公司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柔科技”）的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新增对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台冠科技”）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新增对公司子公司重庆

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

元，新增对公司子公司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机械”）的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元，新增对公司孙公司重庆宣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宣宇光电”）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经上述调整并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总金额由不超过人民币99,000万元变更为不超过人民币13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66%，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74,000万元。 

除上述调整及新增事项，其他担保事项内容仍按照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执行。本次调整及新增事宜有效期自公司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预计事项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整并新增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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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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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余额 

原批准担

保额度 

本次增

减额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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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后担保

额度 

调整及

新增后

担保额

度占公

司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比

例 

蓝黛科技 

台冠科技 

坚柔 

科技 
100.00% 57.43% 20,000 20,000 +7,000 27,000 13.23% 

蓝黛科技 

坚柔科技 

台冠 

科技 
100.00% 50.56% 14,000 16,000 +3,000 19,000 9.31% 

蓝黛科技 
帝瀚 

机械 
100.00% 81.17% 0 2,000 0 2,000 0.98% 

蓝黛科技 
蓝黛 

变速器 
65.72% 37.66% 2,000 6,000 +2,000 8,000 3.92% 

蓝黛科技 
蓝黛 

机械 
100.00% 77.22% 3,607.24 15,000 +22,000 37,000 18.13% 



蓝黛变速器 

蓝黛机械 

台冠科技 

帝瀚机械 

重庆台冠 

坚柔科技 

蓝黛 

科技 
- 52.26% 5,465.00 20,000 -14,000 6,000 2.94% 

蓝黛科技 

蓝黛变速器 

台冠科技 

蓝黛机械 

坚柔科技 

重庆 

台冠 
51.00% 80.52% 24,960.32 20,000 0 20,000 9.80% 

蓝黛科技 

台冠科技 

宣宇 

光电 
100.00% 86.88% 0 0 +15,000 15,000 7.35% 

合计 - - 70,032.56 99,000 +35,000 134,000 65.66% 

注： 

（1）前述“帝瀚机械”系指公司子公司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前述“重庆台冠”系指公

司子公司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 

（2）上述担保额度及实际担保额仅为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因此本次担

保不存在关联担保。 

（3）宣宇光电为 2022 年 02 月新设立企业，因此其相关财务数据取自 2022 年 06 月 30 日数据。 

（4）上述公司及子公司截至公告披露日为子公司重庆台冠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中，包含了公司、

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为重庆台冠向重庆两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10,000万

元(贷款期限五年)分别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设备资产提供的抵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09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公司子公司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子公司申请

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堂福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3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汽车变速器及零部件；机械加工；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65.7171%股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农发基金”）持有其34.2829%股权。 



鉴于农发基金不向蓝黛变速器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蓝黛

变速器的日常经营管理；投资期间，农发基金收取的投资收益以年投资固定收益率

1.2%为限，公司对蓝黛变速器构成实质控制。 

财务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蓝黛变速器的总资产为111,107.86万元，净资产为

69,260.0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7.66%；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50,580.36万元，利润总

额为1,703.25万元，净利润为1,876.4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蓝黛变速器的总资产为 112,370.63 万元，净资产为

68,820.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8.76%；2022 年 01-06 月营业收入为 22,284.11 万元，

利润总额为-792.02 万元，净利润为-485.9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俊翰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B4号厂房 

成立日期：2019 年12月04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一般项目：轴承、齿轮和传

动部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零配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

零件、零部件加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蓝黛机械100.00%股权，蓝黛机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蓝黛机械的总资产为 62,241.69 万元，净资产为

14,177.8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22%；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54,694.19 万元，利润

总额为 403.69 万元，净利润为 750.6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蓝黛机械的总资产为 81,218.92 万元，净资产为

14,937.2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1.61%；2022 年 01-06 月营业收入为 28,228.14 万元，

利润总额为 508.27 万元，净利润为 640.6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公司名称：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9,273.6842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堂福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德泰科技工业园3#厂房第4层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01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触摸屏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台冠科技100%股权，台冠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台冠科技的总资产为 124,231.99 万元，净资产为

61,415.2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56%；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57,364.04 万元，利

润总额为 18,500.09 万元，净利润为 16,505.2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台冠科技的总资产为 141,873.09 万元，净资产为

70,488.2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32%；2022 年 01-06 月营业收入为 68,708.47 万元，

利润总额为 8,669.92 万元，净利润为 7,801.0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公司名称：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俊翰 

住 所：惠州市惠州数码工业园南区民科园1、3号厂房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22日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与销售：光学镜片、3D镜片、玻璃制品及光学玻璃材料、

电容式触控模组、触控笔及触摸屏材料、指纹识别模组及指纹识别材料，有机发光

二极管及液晶显示屏的组装与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坚柔科技为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台冠科技

100.00%股权。 

财务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坚柔科技的总资产为 54,244.83 万元，净资产为

23,092.2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7.43%；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70.787.09 万元，利润

总额为 11.120.95 万元，净利润为 9.763.3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坚柔科技的总资产为 63,984.13 万元，净资产为

27,350.0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7.25%；2022 年 01-06 月营业收入为 37,220.77 万元，

利润总额为 4,452.38 万元，净利润为 4,013.8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公司名称：重庆宣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俊翰 

住 所：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道剑山路269号（2号厂房） 

成立日期：2022年02月14日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光学玻璃销售；光学玻璃制造；玻璃制造；

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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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宇光电为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台冠科技

100.00%股权。 



财务情况： 

宣宇光电为2022年02月新设立企业，目前尚处于筹建阶段。截至2022年06月30

日，宣宇光电的总资产为668.27万元，净资产为87.7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88%；

2022年01-06月营业收入为0.00万元，利润总额为-14.47万元，净利润为-12.30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调整并新增担保额度后，公司及子公司计划在2022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子公

司的融资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3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银行等机构初步协商后由公司制订的担

保预案，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等条款内容以公司及子公司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与相关合同对象共同协商确定，以正

式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

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待具体债务的担保协议签订时，公司还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后认为：本次调整并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相关事宜系根据

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推进和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需求而设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

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

司，目前资信状况均为良好，具有偿还债务能力，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

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上

述担保额度事项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调整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

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推进及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根据公司及各子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而设定调整，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被担保对象目前资产优良、经营稳健和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逾期还款

的情形，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本次调整并新增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相关

规定，相关审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调整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事项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推进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而进行的调整，属于公

司内部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目前被担保对象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调整并新增担保事项有关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调整

并新增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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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本次调整并新增担保额度在内，公司审议的公司及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79,0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

40.9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87.7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44,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0.56%；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人民币 35,0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累计实际履行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0,338.2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17%，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实

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70,032.5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2%（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4,567.56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64%）；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30,305.7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亦无逾期对外

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