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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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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即浙江顾家梅林家居有限公司、杭州顾家寝具有限公司、杭州顾家定

制家居有限公司、顾家家居黄冈有限公司、顾家智能家居嘉兴有限公司、宁波名

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顾家家居河北有限公司、河北顾家寝具有限公司、东莞优

先家居有限公司、顾家（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庄盛家具（越南）有限公司、顾

家沙发（越南）有限公司）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开展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的资产池业务，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

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实施。现将详细情况介绍如下：  

 

一、资产池业务情况概述  

1、业务概述  

资产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公司或公司成员单位对所拥有的资产进行

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要，向公司或公司成员单位提供的集资产管理与融资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业务平台。公司与协议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将相应资产

交予协议银行管理或进入资产池进行质押，以此向协议银行申请质押融资及相应

额度的银行授信。 

资产池项下的票据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对入池的纸质汇票及电子商业汇票

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向公司提供的集票据托管和托收、票据代理查询、票

据贴现、票据质押池融资、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票据综合管理服务。  

2、合作银行：本次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合作银行为浙商银行杭州萧山分行，



浙商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916），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3、业务期限：上述资产池业务的开展期限为不超过 2 年，具体以公司与浙

商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约定期限为准。  

4、资产池配套额度：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享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

的资产池配套额度，在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根据公

司和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5、实施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可以使用的资产池具体额

度、担保物及担保形式、金额等。  

 

二、资产池业务的风险与风险控制  

资金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公司开展资产池、票据池业务，应收票据和应

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会导致托收资金进入公司向浙商银行申请开据

商业汇票的保证金账户，对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公司可以通过新收票

据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除这一影响，因此此次资产池业务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可

控。  

公司与浙商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后，公司将安排专人与浙商银行对接，建立

台账、跟踪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和安排公司新收票据入

池，保证入池的票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控制风险。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资产池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资产池业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因此此次

资产池业务的担保风险可控。 

 

三、综合授信业务和资产池业务的担保方式及担保人  

（一）担保方式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资产池业务提供存单质押、票

据质押、保证金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在本次综合授信业

务和资产池业务中为共同债务人，并互相承担担保责任。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1号大街 113号 

法定代表人：顾江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艺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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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

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门窗销售；采购代理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家居用品制造；日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产品修理；搪瓷制品销售；制镜及类

似品加工；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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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299,620.39 万元、负债总

额 564,532.7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27,580.8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697,535.05 万元、营业收入 801,601.1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7,246.94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2、浙江顾家梅林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江东本级区块前进工业园区三丰路 189号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生产：软体家具； 沙发、床、餐桌、椅、茶几等家具及其配套

产品的设计及批发；上述产品零配件的设计及批发；从事上述产品及其同类产品

的批发、进出口业务；商务服务,家居设计、家具安装服务；室内装修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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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329,519.15 万元、负债总额

306,641.7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06,420.15 万元）、净资产 22,877.43 万

元、营业收入 135,501.63 万元、净利润 9,364.60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杭州顾家寝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江东本级区块前进工业园区三丰路 189号 5号厂房 2层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床、床垫及其相关零配件的设计、生产；批发、零售：寝具、家

具、五金配件、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从事进出口业务；服务：家具的上门维

修，家居设计、家具的上门安装；室内装修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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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88,795.80 万元、负债总额

43,474.2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2,517.2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8,991.41 万元、营业收入 65,364.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76.07 万

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4、杭州顾家定制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前进街道三丰路 189号 4号厂房 2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整体衣柜、书柜、酒柜、入户柜、橱柜、沙发、床、餐桌及其配

套产品的设计、生产及销售；上述产品零配件的设计及销售；从事上述产品及其

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业务；企业信息咨询服务；服务：家具的上门维修，家

居设计、家具的上门安装；室内装修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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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38,039.33 万元、负债总额

39,666.7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9,498.29 万元）、净资产-1,627.41 万元、

营业收入 17,858.46 万元、净利润 700.59 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

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5、顾家家居黄冈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黄冈市黄州区高新大道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家具及零配件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

限制的进出口货物，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9,658.06 万元、负债总额

79,104.6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9,104.60 万元）、净资产 20,553.46 万元、

营业收入 33,041.31 万元、净利润 373.08 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

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6、顾家智能家居嘉兴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元丰东路 260号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智能家具的生产；家具及其配套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从事

进出口业务；家具的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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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28,199.40 万元、负债总额

42,035.6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9,277.49 万元）、净资产 86,163.78 万元、

营业收入 68,094.46 万元、净利润 3,489.95 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

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宁波名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际商贸区一号办公楼 1413 室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家具、五金配件、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家具的

上门维修服务；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开发；电子商务技术

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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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37,206.14 万元、负债总额

25,714.1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5,714.16 万元）、净资产 11,491.98 万元、

营业收入 26,737.24 万元、净利润 3,206.75 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

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顾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顾家智能”）的全资子公司。 



8、顾家家居河北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州经济开发区顺达大街西侧、恒诚东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家具制造、销售及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

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48,923.30 万元、负债总额

11,335.7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1,335.77 万元）、净资产 37,587.53 万元、

营业收入 31,911.01 万元、净利润 1,956.88 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

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9、河北顾家寝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北省衡水市深州经济开发区顺达大街西侧、恒诚东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王丽英 

经营范围：床上用品、家纺类产品、床、床垫、床头柜、衣柜、斗柜、梳妆

台及其他卧室家居用品制造、销售，以上产品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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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4,563.45 万元、负债总额

2,736.5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736.57 万元）、净资产 1,826.88 万元、营

业收入 7,396.04万元、净利润 813.45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

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东莞优先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长路东城段 274号 101室 

法定代表人：赵一丁 

经营范围：沙发、床、餐桌、椅、茶几及相关零配件的设计、生产、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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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40,181.03 万元、负债总额

13,376.91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311.2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6,426.82万元、营业收入 25,516.6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736.61万

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宁波的全资子公司。 

11、顾家（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 

公司董事：顾江生 

经营范围：从事家具、轻工业配套产品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81,162.86 万元、负债总额

173,747.26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73,747.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 7,415.60 万元、营业收入 225,635.7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161.64

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12、庄盛家具（越南）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越南 

公司法人：李云海 

经营范围：沙发、床、椅子、茶几等家具及其配套产品的生产加出口。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50,144.11 万元、负债总额

50,322.2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0,322.29 万元）、净资产-178.18 万元、营

业收入 16,112.94万元、净利润-1,330.17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

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香港贸易的全资子公司。 

13、顾家沙发（越南）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越南 

法定代表人：李云海 

经营范围：沙发、床、椅子、茶几等家具及其配套产品的生产加出口。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9,767.75 万元、负债总额

20,895.6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0,895.63 万元）、净资产-1,127.88 万元、

营业收入 23,884.73 万元、净利润-408.24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

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香港贸易的全资子公司。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减少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和浙商银行开展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的

资产池业务，开展期限为不超过2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

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可以提升公司流动资产的流动性和效益性，应收票据和

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

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开展此业务并将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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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551.38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