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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吉通地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通”）、

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大黄蜂”）、贵州华

胜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华胜”）。 

 担保人名称：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华铁应急”）、浙江恒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恒铝”）。 

 新增担保金额合计：18,726.10 万元。 

 是否涉及反担保：浙江大黄蜂的少数股东景宁红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其资产向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1、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公司及子公司

提供、接受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2 年度子公司对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19,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接受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34）及《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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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9 日、2022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和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恒铝新增对其子公司贵州华胜

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及《浙江华铁应

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2）。 

3、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2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

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浙江大黄蜂办理融

资租赁业务新增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投资高空作业平台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127）及《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133）。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 2022 年 12 月发生的担保事项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华铁应急 浙江吉通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

担保 

华铁应急 浙江大黄蜂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1,7326.10 

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担保 

浙江恒铝 贵州华胜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00.00 

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

担保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

名称 

与上市

公司关

系 

成立日

期 

注册资

本（万

元）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浙江

吉通 

全资子

公司 

2009/1

0/21 
6,885 江正兵 

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九华路 1 号

12 幢 2 楼 214

室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

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

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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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

作业；建设工程勘察；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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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 

浙江

大黄

蜂 

控股子

公司 

2019/3

/28 
11,676 周旭明 

浙江省丽水市莲

都区南明山街道

经济开发区通济

街 60 号 2 楼

212 室（丽景民

族工业园） 

高空作业平台、多功能电力维修抢修平台、起重机

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液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

赁、销售、维修服务；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

备租赁与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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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贵州

华胜 

控股孙

公司 

2020/7

/27 
1,000 韦向群 

贵州省黔东南州

三穗县经济开发

区建材与制造产

业园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

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

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电子商务技术、网络技术、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成果转让；建筑设备、五金配件的租赁；建筑材料

（不含木材）、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品）、机电设

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管道配件、钢材、木制

品、陶瓷制品、防水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塑料制品、日用百货（不含危险品）的

销售；建筑铝合金模板设计、生产、销售、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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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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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方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1 浙江吉通 545,925,731.00 191,400,216.36  354,525,514.64  71,382,337.74  270,433,183.85   

2 浙江大黄蜂  4,935,915,915.66 4,523,501,965.95  412,413,949.71 181,170,146.43 1,094,237,247.05 

3 贵州华胜 104,199,415.30  104,206,971.04  -7,555.74  -42,082.93  119,285,203.74  



2、被担保方 2022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1 浙江吉通 535,378,727.74 158,737,046.32 376,641,681.42 22,097,919.70 96,195,360.39   

2 浙江大黄蜂 6,200,829,837.64  5,682,420,285.98 518,409,551.66 101,049,272.64  747,726,871.57  

3 贵州华胜 144,912,715.05 142,532,898.96 2,379,816.09 37,371.83 36,381,006.31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59.8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1.43%。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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