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208        证券简称：江山欧派         公告编号：2021-025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担保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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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大欧派门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恒大

欧派公司”）、江山欧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安防公司”）、江山花

木匠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木匠公司”）、江山欧派木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派木制品公司”）、江山欧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装饰

工程公司”）、江山欧罗拉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罗拉公司”）、江山欧派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派进出口公司”）、重庆江山欧派门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欧派公司”）、江山欧派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

工程材料公司”）、杭州欧派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欧派贸易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2021年度预计总的担

保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95,230万元（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欧派”或“公司”）于2021

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

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宜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1年度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拟向各银行等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650,000万元（最终以各家银行等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以

签署的授信协议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生

产经营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授信金额。银行等机构授信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资产抵押贷款、信用证、保函、

贸易融资、银行等机构承兑汇票、保理等信用品种。 

2、2021年度，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公司预

计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恒大欧派公司、欧派安防公司，全资子公司花木匠公司、欧

派木制品公司、欧派装饰工程公司、欧罗拉公司、欧派进出口公司、重庆欧派公

司、欧派工程材料公司、杭州欧派贸易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总额不超

过 200,000 万元的担保，包括： 

（1）拟为河南恒大欧派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4,000 万元（恒大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拟按照所持河南恒大欧派公司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2）拟为欧派安防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5,000万元； 

（3）拟为花木匠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25,000万元； 

（4）拟为欧派木制品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70,000万元； 

（5）拟为欧派装饰工程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35,000万元； 

（6）拟为欧罗拉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 

（7）拟为欧派进出口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 

（8）拟为重庆欧派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 

（9）拟为欧派工程材料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2,000万元； 

（10）拟为杭州欧派贸易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 

3、在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

签订具体授信或担保协议。在担保总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事项披露进展情况，不再



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4、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授信或担保事宜的相关文件。本议案

有效期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河南恒大欧派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恒大欧派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5MA40JKM10W 

住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办公大楼 3楼 

法定代表人：冯毅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经营范围：木制品、装饰材料加工、安装、销售；家具、五金销售；从事

国家允许经营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与公司关系：河南恒大欧派公司为江山欧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

的股权，河南恒大家居产业园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83,833,895.91元，

负债总额为153,162,759.55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105,241,596.53元，

流动负债总额 75,716,857.70 元，净资产 230,671,136.36 元，2020 年 1-12 月

实现营业收入 325,959,106.34 元，实现净利润 38,315,303.94元。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9,349,317.34 元，

负债总额为 143,794,062.60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103,865,471.21

元，流动负债总额 66,586,921.09 元，净资产 235,555,254.74 元，2021年 1-

3月实现营业收入 34,188,785.38 元，实现净利润 4,884,118.38 元。 

2、欧派安防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欧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DJQKG5D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长丰大道 206号 

法定代表人：陆建辉 

注册资本：20,559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防火门、防盗门、防（耐）火窗、防火卷帘的设

计、研发、制造、销售和安装；锁具、五金配件的研发、销售、安装；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门窗销售；金属

密封件销售；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高性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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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检验检测服

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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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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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欧派安防公司为江山欧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2%的

股权，南昌市慧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25%的股权，郑堃持有

其 3%的股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8,237,748.62元，

负债总额为 7,857,752.72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

额 7,857,752.72 元，净资产 130,379,995.90 元，2020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元，实现净利润-5,380,004.10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83,491,885.45 元，

负债总额为 3,001,684.64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

额 3,001,684.64 元，净资产 180,490,200.81 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00.73元，实现净利润-3,441,376.39元。 

3、花木匠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花木匠家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9TQP31X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长丰大道210号 

法定代表人：汪志明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橱柜、衣柜、家具及其它木制品的生产、销售、安装、维修；

钢木复合门、铝木复合门、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金属门的生产、销

售、安装；锁具、五金配件的销售、安装；金属制品、厨房及卫生间用品、纺

织品、针织品、五金产品、灯具、家用电器及配件销售；普通货物运输；室内

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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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花木匠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

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8,287,121.14元，

负债总额为 161,964,554.56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

总额 158,617,882.04 元，净资产 36,322,566.58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346,475,460.50 元，实现净利润 24,994,666.79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8,810,428.97 元，

负债总额为 128,775,913.71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

总额 125,517,344.34 元，净资产 30,034,515.26 元，2021年 1-3月实现营业收

入 65,684,922.91 元，实现净利润-6,288,051.32 元。 

4、欧派木制品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欧派木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8F8DG5K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长丰大道 210-5号等 

法定代表人：陆建辉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实木复合烤漆墙柜生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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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经营场

所设在：分支机构设在江山市贺村镇淤头村淤达山自然村 8号，经营范围：木质

门的生产、安装、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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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欧派木制品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

股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72,269,613.33元，

负债总额为 680,094,360.69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

总额 678,941,629.70 元，净资产 92,175,252.64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727,131,930.64 元，实现净利润 38,011,845.88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13,069,931.53 元，

负债总额为 804,055,842.59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38,200,607.27元，

流动负债总额 802,937,944.86 元，净资产 109,014,088.94 元，2021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49,240,042.15 元，实现净利润 16,838,836.30元。 

5、欧派装饰工程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欧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570573855R 

住所：江山市清湖镇花园岗村花园岗自然村 234-2号 

法定代表人：王忠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服务；装饰材料的销售；木

质门的加工、安装、销售。分支机构设在江山市贺村镇淤头村淤达山自然村8

号，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服务；装饰材料的销售；木

质门的加工、安装、销售。 



与公司关系：欧派装饰工程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

的股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0,780,986.18元，

负债总额为 139,936,865.93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

总额 139,936,865.93 元，净资产 10,844,120.25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246,553,087.98 元，实现净利润 3,795,717.15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5,776,330.85 元，

负债总额为 101,609,668.64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

总额 101,609,668.64 元，净资产 14,166,662.21 元，2021年 1-3月实现营业收

入 71,461,391.52 元，实现净利润 3,322,541.96 元。 

6、欧罗拉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欧罗拉家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325616014W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清湖镇花园岗村花园岗自然村 234-2号 

法定代表人：王忠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家居用品、家具、建材、五金、卫生洁具、工艺品、金属制品

的销售、安装、维修；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与公司关系：欧罗拉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

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193,455.92 元，

负债总额为 548,028.48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548,028.48 元，净资产 7,645,427.44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03,637.38元，实现净利润 569,117.21 元。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412,629.16 元，负

债总额为 802,641.96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802,641.96元，净资产 7,609,987.20元，2021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5,847.34

元，实现净利润-35,440.24 元。 

7、欧派进出口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欧派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9U7W72E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淤头村淤达山自然村 8号 

法定代表人：徐郑磊杰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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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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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欧派进出口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553,170.50 元，

负债总额为 21,524,305.27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 元，流动负债

总额 21,524,305.27 元，净资产 1,028,865.23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

入 26,437,752.12 元，实现净利润 136,287.77 元。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421,825.77 元，负

债总额为 8,754,398.33 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8,754,398.33 元，净资产 667,427.44 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94,793.62元，实现净利润-361,437.79 元。 

8、重庆欧派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江山欧派门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60QGBJ90 

住所：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重庆永川国家高新区三教产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郑东恩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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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门窗制造，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建筑装饰材料零售，建

筑、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卫生陶瓷制品制

造，建筑材料批发，室内装饰装修，专业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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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重庆欧派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

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0,113,369.40元，负债

总额为54,222,523.49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18,862,523.49元，净资产5,890,845.91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4,407,442.64元，实现净利润-4,109,154.09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4,075,424.44元，负债

总额为81,543,491.35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46,183,491.35元，净资产2,531,933.09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7,286,593.97元，实现净利润-3,358,912.82元。 

9、欧派工程材料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山欧派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DHC841P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贺村镇长丰大道 210号 

法定代表人：郑胜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材、装饰材料、家具、家居用品、五金产品、门窗、金属制

品、厨卫设备、木制品、布艺制品的销售；家具、门窗、厨卫设备设计、安装

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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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欧派工程材料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

的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428,391.65元，负债

总额为5,352,312.39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5,352,312.39元，净资产1,076,079.26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4,164,099.56元，实现净利润-919,224.25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187,720.23元，负债

总额为10,433,082.53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10,433,082.53元，净资产754,637.70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5,621,265.10元，实现净利润-321,441.56元。 

10、杭州欧派贸易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杭州欧派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H2EN013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万象城 2幢 301室、303室 

法定代表人：徐郑磊杰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门窗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具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卫生洁具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商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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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杭州欧派贸易公司为江山欧派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



的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4,060.21元，负债总额

为8,057,269.37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8,057,269.37元，净资产-8,013,209.16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2,036,056.43元，实现净利润-8,013,209.16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7,955.30元，负债总额

为9,558,935.82元，其中：银行等机构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9,558,935.82元，净资产-9,490,980.52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818,047.00元，实现净利润-1,477,771.36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担保事项涉及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

款以上述公司与各银行等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本次拟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

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被担保公司皆为江山欧派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公司及子

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拟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是为解决公司及子公司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

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并在此额度

范围内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00,000万元的最高额担保，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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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95,230万元 （不包

含本次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77%；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95,230万元（不包含本次担

保），累计担保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77%；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上网公告附件  

1、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江山欧派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江山欧派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