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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2-022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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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浙江横店得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邦进出口”） 

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金得邦”） 

本次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得邦进出 

口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东阳支行”）的授

信业务提供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为得邦进出口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 32,5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已使用担

保余额为 18,080 万元（含本次担保）。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瑞金得邦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简称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瑞金得邦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 6,985.66

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已使用担保余额为 6,985.66 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对象得邦进出口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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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得邦进出口因经营需要，向农行东阳支行申请授信业务，授

信种类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

商业汇票承兑、国内证、参融通、银行承兑汇票等，期限自 2022 年 10 月 10 日

起至 2023 年 5 月 28 日止。公司为得邦进出口在农行东阳支行的前述业务提供最

高余额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并于 2022 年 10 月 10日与农行东阳支

行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瑞金得邦因经营需要，向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申请授信业务，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外币贷款、信用证等，期限自 2022 年 9月 2日起

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止。公司为瑞金得邦在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的前述业务提供

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并于 2022 年 9 月 5日与宁波银行金

华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 2022 年 3月 9日和 2022 年 4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计划的议案》，同意为子公司提供等值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担保，其中包含

为得邦进出口的授信业务提供本金 5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产生的利息与其他费

用的担保，为瑞金得邦的授信业务提供本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产生的利息

与其他费用的担保。在年度计划总额的范围内，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

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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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内容详见《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在

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因此本次担保额

度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亦不涉及担保额度调剂，无需履行其他审议程序。 

本次提供担保前，公司对得邦进出口的担保总额为 18,500 万元，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为 31,500 万元；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对得邦进出口的担保总额为

32,5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7,500 万元。 

本次提供担保前，公司对瑞金得邦的担保总额为 1,985.66 万元，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为 8,014.34 万元；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对瑞金得邦的担保总额为

6,985.66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014.34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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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横店得邦进出口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054226582D 

成立日期：2012 年 9月 14 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注册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倪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照明器具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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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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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得邦进出口资产总额 149,000.15 万元，负债总额

142,126.76 万元，净资产 6,873.39 万元，营业收入 341,911.43 万元，净利润

-825.81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得邦进出口资产总额 196,234.34 万元，负债总额 

186,480.65 万元，净资产 9,753.69 万元，营业收入 174,112.51 万元，净利润

2,930.58 万元（未经审计）。 

2、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81586589026X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资本：300 万元 

注册地点：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大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聂李迅 

经营范围：节能灯及照明电器、电子产品制造，销售；照明生产设备及本企

业场地租赁；自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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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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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瑞金得邦资产总额 85,205.51 万元，负债总额

48,525.41 万元，净资产 36,680.11 万元，营业收入 148,192.21 万元，净利润

8,323.63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瑞金得邦资产总额 88,826.95 万元，负债总额 

45,411.26 万元，净资产 43,415.69 万元，营业收入 87,587.80 万元，净利润

6,735.58 万元（未经审计）。 

2、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江横店得邦进出口有限公司 

质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 

出质人：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横店得邦进出口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质押担保 

质押担保的范围：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

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

余额的部分，出质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 

出质的权利： 

1、出质人同意以定期存单出质。 

2、上述出质权利暂作价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整，其最终价值以质权实现时

实际处理出质权利所得价款为准。 

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项下最高额质押担保的债权确定： 

1、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期间届满”包括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债权确定期

间届满，以及质权人依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宣布债权确定期间提

前届满的情形。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约定义务或者出质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的，

质权人有权宣布债权确定期间提前届满。 

2、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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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质权利被查封、冻结。 

4、债务人、出质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 

5、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 

（二）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保证人：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 

业务发生期间自 2022 年 9 月 2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0日止。 

最高债权限额为等值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

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一切费用。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

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额债权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保

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

部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得邦进出口和瑞金得邦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

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得邦进

出口资产负债率为 95.03%，但其授信额度多年来均未全额使用，且得邦进出口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

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预计额度范围内。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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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情况良

好，担保风险可控；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符合子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2022年 4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临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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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9,485.66 万元（均

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含本次披露的 19,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2.53%，其中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9,485.66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53%。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

他对外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5 日 

 

 报备文件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