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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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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浙

江起步”）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最高限额为人民

币 4,000 万元。截止本次担保前，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步”

或者“公司”）累计为浙江起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4,51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已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与新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商保理

公司”）签署《抵押合同》。公司将其所持部分房地产作为抵押物，为浙江起步

向新商保理公司申请最高额人民币 4,000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4,000

万元。 

（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起步股份对浙江起步提供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担保，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7）、《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事项共涉及一个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起步。 

1、浙江起步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 号 

法定代表人：张连中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玩具销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劳动保护用品生产；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品

零售；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钟表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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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医用口

罩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出版

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



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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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起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8,284.14 64,012.41 

负债总额 20,207.94 25,916.17 

银行贷款 3,795.56 4,846.04 

流动负债总额 20,082.46 25,916.17 

净资产 38,076.20 38,096.14 

营业收入 24,790.66 17,456.66 

净利润 1,547.01 19.94 

资产负债率 34.67% 40.50%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等：无。 

上述担保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担保进展情况 

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与新商保理公司签署了《抵押合同》，为浙江起

步向新商保理公司申请最高额人民币 4,000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公司以评估价值

为 169,838,086.47 元的自有房产作为本次抵押担保的抵押物。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抵押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抵押权人）：新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二）抵押物 



公司以其自有不动产“青字第 00092535 号、青字第 00092537 号、青字第

00092536 号、青字第 00092534 号、青字第 00092469 号”和无形资产“青国用

（2016）第 00406 号”为本次抵押担保的抵押物。 

（三）抵押担保范围 

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罚息、服务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保管担保财产和为实现债权、抵押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主债权总额 5 ％内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抵押权行使期间 

抵押权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 

五、抵押物基本情况 

1、本次抵押物为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2、抵押物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以及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编号 
资产类

型 
房产证号 坐落地 

建筑/使用权面

积 m2 
用途 

1 不动产 
青字第

00092535 号 

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1 幢 
16,298.36 厂房 

2 不动产 
青字第

00092537 号 

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2 幢 
16,167.68 厂房 

3 不动产 
青字第

00092536 号 

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3 幢 
159.96 其它 

4 不动产 
青字第

00092534 号 

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4 幢 
16,820.10 综合楼 

5 不动产 
青字第

00092469 号 

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5 幢及配套用房 
13,996.32 办公 

6 
无形资

产 

青国用（2016）

第 00406 号 
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29,898.13 

工业 

用地 

合计 93,340.55  



3、抵押物土地是公司为用于建设厂房和办公楼，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通过

协议受让获得，受让价 11,000,000 元。现今部分房产闲置，部分用于出租，出

租情况如下： 

产权证书编号 现状 出租面积/平方米 

青字第 00092537 号 部分出租 6,466 

青字第 00092534 号 部分出租 4,049 

青字第 00092469 号 部分出租 2,111 

 

4、抵押物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房屋及建筑物 

账面原值 162,288,620.07 162,288,620.07 

累计折旧 56,331,047.42 62,334,140.86 

账面净值 105,957,572.65 99,954,479.21 

土地 

账面原值 11,332,445.00 11,332,445.00 

累计摊销 2,271,541.10 2,719,619.10 

账面净值 9,060,903.90 8,612,825.90 

5、抵押物折旧从 2014 年 5 月开始，使用寿命 240 个月，目前已经折旧 10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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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已

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 267,520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3.92%。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 147,520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2.45%；全资子公司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起步”）为

全资子公司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起步”）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17,000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96%；公司

实际已发生担保余额为 68,800 万元,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52.44%；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对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情况。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