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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接受关联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华铁应急”），本公司；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铁宇硕”），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华铁建筑支护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铁支护”），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吉通地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吉通”），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瑞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瑞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仁泰”），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恒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州恒铝”），公司控股孙公司。 

● 担保人名称：本公司；华铁宇硕，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铁支护，公司全

资子公司；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黄蜂”），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拟申请新增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拟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3,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止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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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21 年度公司拟申请新增子公司对公司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拟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

民币 33,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金额 

1 华铁宇硕 华铁应急 不超过 100,000 万元 

2 华铁支护 华铁应急 不超过 50,000 万元 

3 大黄蜂 华铁应急 不超过 50,000 万元 

4 华铁应急 华铁宇硕 不超过 10,000 万元 

5 华铁应急 华铁支护 不超过 5,000 万元 

6 华铁应急 浙江吉通 不超过 7,000 万元 

7 华铁应急 江苏瑞成 不超过 4,000 万元 

8 华铁应急 湖北仁泰 不超过 2,000 万元 

9 华铁应急 贵州恒铝 不超过 5,000 万元 

 

申请授权公司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不再就具体发

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情况除外）。在

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公司就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剂使用，并根

据业务实际需要调整担保方式，签署担保文件，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的实施期限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日止。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接受关联担

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表 

序号 公司名称 
与上市公司

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1 华铁应急 本公司 90,270.6505 胡丹锋 

应急设备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租

赁、销售、维修服务，高空作业平台、抢修

维修平台、液压机械、应力监测与调节设备

的租赁、销售、维修服务，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安全

技术开发服务，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

备租赁与技术服务，建筑设备材料的租赁，

钢结构工程及地基与基础工程的安全维护，

安全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起重机械设

备租赁服务，建筑设备的销售。 

2 华铁宇硕 全资子公司 1,000 胡丹锋 

深基坑支护应力检测设备;批发零售:深基坑

支护应力检测设备;服务:建筑支撑技术开发,

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维护,深基坑支护应力检

测设备设计与上门安装、修理,建筑设备租

赁。 

3 浙江吉通 控股子公司 6,885 江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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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勘察；建筑劳务分

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 

4 华铁支护 全资子公司 24,000 周旭明 

服务：建筑支撑技术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安

全维护及技术服务，建筑设备材料租赁，建

筑模板、脚手架租赁。 

5 江苏瑞成 控股子公司 2,502.5 颜廷坚 

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备研发、租赁与

技术服务、钢便桥、钢平台、钢围堰施工与

租赁；综合管廊施工；钢板桩租赁与销售；

桥梁、房屋现浇支架工程设计与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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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一般项

目：对外承包工程 

6 湖北仁泰 控股子公司 6,830 王小磊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铝合金模板系统、自动

化控制系统制造；建筑工程设备销售、租



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

包；脚手架制作、安装；仓储服务；普通货

运。 

7 贵州恒铝 孙公司 1,000 韦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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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铝合金模板设计、生产、销

售、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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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劳务分包（除劳务派遣） 

2、被担保人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净利润（元） 营业收入（元） 

1 华铁应急 7,397,497,298.53 3,334,632,712.95 322,817,820.63 1,524,345,815.25 

2 华铁宇硕 299,291,853.35  29,817,825.34  159,860.88  29,363,939.31  

3 浙江吉通 432,709,971.51  283,124,929.81  58,511,254.53  211,445,121.30  

4 华铁支护 309,634,407.31  307,434,466.89  1,957,000.57  1,910,222.15  

5 江苏瑞成 162,632,466.22  45,106,632.22  13,333,900.66  92,410,872.72  

6 湖北仁泰 267,324,476.71  107,434,744.99  17,716,352.43  118,492,881.43  

7 贵州恒铝 65,770,501.83  14,602,923.07  6,383,812.33  46,242,192.34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子公司互保解决了公司银行融资及业务经营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

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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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

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145,764.40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71%。 

截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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