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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2-133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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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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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担保金额： 

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人民币 20,000 万元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人民币 10,000 万元 

2、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含本次）： 

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人民币 25,649.27万元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人民币 17,894.00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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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以下简称“2022年

度担保计划”），本公司已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 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控股全资子公司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于 2022 年度

担保计划中获授予人民币 70,000 万元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 20,000 万元的担保： 

（1）2022 年 5 月 23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市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

司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按主合同形成的债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022 年 7 月 20 日，本公司与上海浦发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镇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间接

全资子公司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镇江分行按照主合同

约定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本金数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保

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本公司为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

余额（含本次）为人民币 25,649.27万元，本次担保发生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与

担保计划审议通过时点相比无重大变化。 

 

2.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控股全资子公司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万元担保: 

（1）2022 年 7 月 19 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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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兴业银行泰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泰州分行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

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保证期

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协助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所需。 

本公司为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

保余额（含本次）为人民币 17,894.0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时，公司资产负债率

与担保计划审议通过时点相比无重大变化。 

 

（二）上市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2022年度担保计划于 2022年 4月 25日生效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或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下属控股子公司制定新的担保计划之日

止。 

在 2022 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公司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授权财务总监李红栓女士、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根据实际情况，在

担保额度范围内及担保期限内处理担保的具体事宜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  

前述担保事项均已履行上述内部决策程序。 

有关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详情请参考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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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序号 被担保方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住所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情况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1 

蜂巢智能转向系统

（江苏）有限公司 
91321182MA1X3EWL9A 

2018 年 08 月

24 日 
郑立朋 

人民币

35,700 万 

镇江市扬中

经济开发区

港兴路 868

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蜂巢

易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无 

经营范围 

汽车智能转向系统及其零部件、电子设备、汽车配件研发、加工、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物（不含危险品）道路运输、

仓储服务；自有房屋、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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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

件（泰州）有限公司 
91321203MA202UKW23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张德会 

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泰州市高港

区通江东路

666-03 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诚

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无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车身、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汽车仪器仪表、模具、夹具、检具的生产制造、开发、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委托

加工、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汽车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普通货物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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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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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被 担 保

方名称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资产

负债

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

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蜂巢智

能转向

系统（江

苏）有限

公司 

463,728,652.10 339,606,288.83 26.77 18,073,019.93 -4,511,003.31 636,392,312.20 350,887,023.07 44.86 80,588,267.90 3,406,397.03 

精诚工

科汽车

零部件

（泰州）

有限公

司 

787,575,402.74 145,690.560.97 81.50 1,549,516,456.46 51,362,279.83 689,552,548.97 165,528,958.65 75.99 569,069,044.49 13,927,5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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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1）2022 年 5 月 23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市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

司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按主合同形成的债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022 年 7 月 20 日，本公司与上海浦发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镇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间接

全资子公司蜂巢智能转向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镇江分行按照主合同

约定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本金数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保

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 

（1）2022 年 7 月 19 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以下

简称“兴业银行泰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州）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泰州分行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

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保证期

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控股子公司，此次担保是为支持子公司的

发展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业务开展。 

此次担保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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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2,492,392.85 万元，担保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百分比为 40.12%，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人民币

900,386.45万元。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六、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的规定 

按照香港上市规则第 14章及第 14A章规定，上述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不构成关连交易，也不构成须予公布的交易。 

 

注：本集团累计对外担保总额计算，涉及外币金额，外币汇率折算如下： 

1、欧元转换人民币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 2022 年 8 月 30 日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1欧元=6.9022 元人民币）折算； 

2、美元转换人民币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 2022 年 8 月 30 日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1美元=6.8802 元人民币）折算。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