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 富瑞特装 股票代码: 300228       公告编号: 2019-078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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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1、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

司张家港富瑞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瑞重装”）、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

长隆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隆石化”）、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富瑞深

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瑞深冷”）共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人民币 18000 万元已到期。其

中公司申请 6000 万元授信额度，富瑞重装申请 8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授信追加抵押公司房产：张房权证杨字第 0000332787 号、

土地：张国用（2015）第 0062727 号；长隆石化申请 1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长隆石化其余小股东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富瑞深冷申请

3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现公司、富瑞重装、富瑞深冷、长隆石化拟继续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总计人民币 22000 万元，期限一年。其中公司申请 5500 万元授信额度；富瑞

重装申请 11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富瑞深冷申请 45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授信追加抵押公司房产：张房权

证杨字第 0000332787 号、土地：张国用（2015）第 0062727 号；长隆石化申请

1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富瑞重装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3000 万元即将到期。现富瑞重装拟继续向华夏银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富瑞深冷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一年，由公司、富瑞重装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焦康祥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相关手续、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张家港富瑞深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6月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福新（晨新）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黄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低温装备，电站、石油、化工、天然气设备，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及零配件制造、销售、安装；专用汽车（高真空大容量 LNG 专用槽车、L－CNG 

移动式汽车加气车、L－CNG 城市天然气管网事故应急供气专用车等）的制造、

销售；同类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富瑞深冷的总资产为 112,937.4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72,386.1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22,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0,451.18 万元），净资产为 40,551.3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09%，2018 年度

营业收入为 61,184.88 万元，利润总额为 1,691.13 万元，净利润为 1,027.06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日，富瑞深冷的总资产为 107,613.69万元，负债总额

为 66,400.4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8,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5,910.00万元），净资产为 41,213.2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1.70%，2019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9,385.64 万元，利润总额为 243.36 万元，净利润为 445.3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张家港富瑞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月 

住所：江苏扬子江重型装备工业园朝东圩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黄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400 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空气分离、石油化工、海水淡化重型装备的研发、设计、

制造和销售（涉及压力容器的按许可证范围经营）；工业撬块、模块的研发、设

计、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富瑞重装的总资产为 117,096.05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9,076.8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5,545.9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5,674.65 万元），净资产为 58,019.2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45%，2018 年度

营业收入为 25,062.05 万元，利润总额为 775.56 万元，净利润为 722.19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日，富瑞重装的总资产为 122,031.76 万元，负债总额

为 61,895.1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2,633.6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8,943.08万元），净资产为 60,136.6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72%，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1,941.79 万元，利润总额为 2,332.56 万元，净利润为 2,006.9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江苏长隆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福新路 19 号-2 

法定代表人：黄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0.7692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石化装卸机械设备设计、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隆石化的总资产为 15,881.9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479.2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479.20



 

万元），净资产为 10,402.7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4.50%，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15,535.54 万元，利润总额为 5,000.02 万元，净利润为 4,322.09 万元。(以上

数据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日，长隆石化的总资产为 17,135.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6,475.6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475.68 万

元），净资产为 10,659.4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7.79%，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

为 3,879.74 万元，利润总额为 228.56 万元，净利润为 228.66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富瑞重装、富瑞深冷、长隆石化拟继续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总计人民币 22000 万元，期限一年。其中公司申请 5500 万元授信额度；富

瑞重装申请 11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富瑞深冷申请 45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授信追加抵押公司房产：张房权

证杨字第 0000332787 号、土地：张国用（2015）第 0062727 号；长隆石化申请

1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富瑞重装拟继续向华夏银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由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富瑞深冷拟向江苏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一年，

由公司、富瑞重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尚未签署《保证合同》，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签署。 

 

四、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91,761.52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 86,5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61%，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3.43%。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实施

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12,261.52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107,00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92%，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8.66%（以上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资产为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及总资产）,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亦

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审议

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补充富瑞深冷、富瑞重装、长隆石化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发展，富瑞深冷、富瑞重装、长隆石化信誉及经营状

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

责任。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

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