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18-083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通

通讯”、“公司”）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瀛通电子”）、湖北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瀛新”）、

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瀛通”）申请总额不超过 3.1 亿元的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在 2018年 9月 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无需

提供股东大会审议。 

二、为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瀛通电子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7 亿元贷款，湖北瀛新用其

部分资产为瀛通电子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瀛通电子提供连带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银行名称 贷款主体 贷款期限 
金额 

（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城支行 
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 不超过二年 

7,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城支行 
10,000.00 

合计 17,000.00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单位名称：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06 日 

（3）注册地点：通城县铁柱工业区 

（4）法定代表人：邱武 

（5）注册资本：2,420.643 万元 

（6）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铜线、漆包线、电线、塑胶粒、耳机

配件、线圈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瀛通电子 100%股份。 

（8）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216.79        22,040.67  

负债总额        6,395.61         5,231.95  

其中：银行借款             -                -    

净资产       17,821.19        16,808.72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595.11         9,777.20  

利润总额        3,814.96         1,654.55  

净利润        3,312.98         1,387.53  

银行信用评级（工商银行）  AA+ 

银行信用评级（中国银行） A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三、 为湖北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瀛新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9,000 万元贷款，瀛通电子用

其部分资产为湖北瀛新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湖北瀛新提供连带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银行名称 贷款主体 贷款期限 
金额 

（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分行 
湖北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不超过二年 9,000.00 

合计 9,000.00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单位名称：湖北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16 日 

（3）注册地点：通城县经济开发区玉立大道 555 号 

（4）法定代表人：胡蛟龙 

（5）注册资本：8,000 万元 

（6）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耳机及线材、电脑周边设备连接终端；

影视及音频设备、线圈；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精密电子产品模具；精密注塑件、

五金制品；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家电产品及配件；智能穿戴产品、电子消费品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湖北瀛新 100%股份。 

（8）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899.81        28,815.45  

负债总额       20,171.39        18,586.02  

其中：银行借款             -                -    

净资产        9,728.42        10,229.43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375.79        14,467.43  

利润总额          473.36         1,068.01  

净利润          384.49           801.01  

银行信用评级（交通银行）  A+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四、为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东莞瀛通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东莞市开来

电子有限公司用其部分资产为东莞瀛通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东莞瀛通提供连带

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贷款主体 贷款期限 
金额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平支行 
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 不超过二年 5,000.00 

合计 5,000.00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单位名称：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1 日 

（3）注册地点：东莞市东部工业园常平园区第二小区（沙湖口）工业干道

36 号（厂房二） 

（4）法定代表人：左贵明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6）主营业务：产销：耳机线、编织线、铝箔线、隔离线、卷线、编织网

管线、电脑周边线、扁平排线、胶粒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东莞瀛通 100%股份。 

（8）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032.96        17,555.14  

负债总额        8,611.46         5,504.14  

其中：银行借款             -                -    

净资产       13,421.50        12,051.00  

项目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370.15         6,712.97  

利润总额        4,024.92           732.69  

净利润        3,516.29           629.50  

银行信用评级（农业银行）  AA+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五、董事会意见 

（一）上述担保事项有助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生产，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但同时也存在逾期担保的风险。 



（二）担保的对象均为财务状况良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公司及其子公司同意以上担保。 

（三）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六、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

3.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4,231.38 万元计）的 29.74%。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不超过 3.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 104,231.38万元计）的 29.74%。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逾期金额为

0元。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 

七、其他说明 

上述申请银行贷款的担保所涉及具体贷款银行及对应的贷款额度、贷款品种、

期限、担保方式以公司及其子公司最终同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公司授权公

司及其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合同，在办理上述公司贷款协议项下相关业务

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有效，公司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