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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69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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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金鸥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鸥水处

理”）, 太丞（上海）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太丞”）。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对金鸥水处理担保的

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后已实际为金鸥水处理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1,500 万元。本次对上海太丞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含本次担保后已实际为上海太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公司为上海太丞提供的担保由上海太丞的其他

股东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上述事项已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 

全资子公司金鸥水处理因生产经营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申请授信。2022 年 10 月 27 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和金鸥水处理

签订了编号为 2022 年授字第 211005475 号的《授信协议》，授信期间为 12 个

月，公司自愿为金鸥水处理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获得各项授信而形

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金鸥水处理依据《授信

协议》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获得的各项授信本金（最高额不超过人

民币 500 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

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控股子公司上海太丞因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申请授信。2022 年 10 月 27 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和上海太丞

签订了编号为 2022 年授字第 211005575 号的《授信协议》，授信期间为 12 个

月，公司自愿为上海太丞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获得各项授信而形成

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上海太丞依据《授信协议》

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获得的各项授信本金（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常州市金坛金鸥水处理有限公司 

金鸥水处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金鸥水处理 100%的股权。 

金鸥水处理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16 日，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人民币、实

收资本为 7,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长湖路 3 号。 

金鸥水处理的主营业务为冷却塔、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塑料制品、玻璃

钢制品的制造，水质稳定剂、水处理生物制品的制造和技术服务、机电设备组装、

加工、技术服务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金鸥水处理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总资产为人民币 28,395.02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0,954.71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38.58%，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7,132.6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17,440.3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339.9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95.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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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鸥水处理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金鸥水处理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为人民币 32,378.27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4,505.87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44.8%，短期借款为 3,000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10,692.75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17,872.39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032.6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32.08 万元。 

（二）太丞（上海）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太丞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00 万美元，

注册地为上海市。上海太丞的主营业务为工业设备及其零部件的批发、进出口，

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上海太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市金坛金鸥水处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常州市金坛金鸥水处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上海太丞 55%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海鸥冷却技术（亚太）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太丞 21.33%股权，海鸥股份共

持有上海太丞 76.33%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太丞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

资产为人民币 2,320.73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798.8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51%，短期借款为 0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1,788.43 万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人民币 521.87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32.09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24.27 万元。 

上海太丞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海太丞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

资产为人民币 2,348.37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749.5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4.5%，短期借款为 0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1,739.15 万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人民币 598.79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31.95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76.92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为金鸥水处理担保： 

1、申请人：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3、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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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责任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

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

后另加三年止。 

5、担保范围：金鸥水处理依据《授信协议》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获得的各项授信本金（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相关费用。 

（二）为上海太丞担保： 

1、担保方：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3、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

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

后另加三年止。 

5、担保范围：上海太丞依据《授信协议》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获得的各项授信本金（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相关费用。 

四、反担保情况 

上海太丞的剩余股东出具了《反担保承诺书》，反担保范围为上海太丞在上

述 1000 万元额度内借款项下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及其他应支付费用，上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调查费、律师费、诉讼

费、执行费、评估费、鉴证费、财产保全费等。若上海太丞未能及时向银行清偿

该 1000 万元额度内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在海鸥股份代为清偿该

等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内，其他股东将无条件的一次性

向海鸥股份指定账户支付海鸥股份业已代上海太丞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和所有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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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

保，无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合人民币 

22,302.1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 25.24%，其中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约合人民币 20,643.05 万元，占

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3.36%，为非全

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约合人民币 1,659.12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88%。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