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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2022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及孙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孙

公司的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

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3 月 15 日和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及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1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 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2,000 万元，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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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1,500 万元，公司为芜湖毅

昌科技有限公司前述 2 项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

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

人 

担保人

与被担

保人的

关系 

债权人 

担保本

金额（万

元） 

保证期

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

昌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芜湖毅

昌科技

有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

分行 

2,000 三年 
连带责任

保证 

广州毅

昌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芜湖毅

昌科技

有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

分行 

1,500 三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余求玉 

（4）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5）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 56 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567539939A 

（7）成立时间：2011 年 01 月 13 日 

（8）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

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研发、加工、制造、销售；汽车零件、家用电

器注塑模具、改性塑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制品销售，



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汽车用塑料制品检测服务、汽

车用塑料制品涂层检测服务；汽车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和研究及相

关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快速成型

件的设计、制作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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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股东：公司持有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99.7222%的股

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

司 0.2778%的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8,137,922.69 454,370,061.75 

负债总额 368,286,206.03 264,925,100.42 

净资产 229,851,716.66 189,444,961.33 

项目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2,710,162.74 652,897,522.98 

利润总额 40,161,327.01 37,886,500.16 

净利润 39,538,115.99 36,780,088.56 

（三）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2. 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6.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

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

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2. 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 公司为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1,000 万元，

公司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

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与被担

保人的

关系 

债权人 

担保本

金额（万

元） 

保证期

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

昌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芜湖汇展

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

司 

控股子

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

分行 

1,000 三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文 

（4）注册资本：4714.2857 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经济开发区 5#厂房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2RU6UT3H 

（7）成立时间：2018 年 06 月 25 日 

（8）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新能源领域内技术咨询与转让；机电产品的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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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股东：公司持有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0%的

股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092,615.71 66,370,426.89 

负债总额 50,805,022.97 48,238,273.73 

净资产 59,287,592.74 18,132,153.16 

项目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583,651.42 26,484,066.16 

利润总额 -3,153,160.42 -7,877,425.20 

净利润 -3,153,160.42 -7,877,425.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2. 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芜湖汇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6.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

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

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 公司为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9,600 万元，公

司为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

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

人 

担保人

与被担

保人的

关系 

债权人 

担保本

金额（万

元） 

保证期

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

昌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恒

佳精密

科技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分行 

9,600 三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  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刘劲松 

（4）注册资本：15138.446731 万元人民币 

（5）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 628 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73729332XB 

（7）成立时间：2002 年 06 月 27 日 

（8）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汽车零

部件、电视机、烤箱、吸排油烟机、电磁炉、微波炉、燃气灶具、咖

啡机、电子衣柜及其模具的研发、加工、制造、批发；整体厨房、复

合材料建筑模板的设计、研究、生产、批发及售后服务；汽车技术设

计；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上

述产品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营其它无需行政

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

可证经营） 

（9）主要股东：公司持有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 

2.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7,283,453.27 272,180,852.68 

负债总额 168,154,124.06 173,655,683.86 

净资产 109,129,329.21 98,525,168.82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9,530,472.75 644,571,394.38 

利润总额 10,446,705.37 3,964,233.75 

净利润 9,896,287.87 3,774,951.4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 担保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人（债务人）：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9,600 万元 

6.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

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538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

的 22.64%；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余额 7,142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 11.12%；子公司为子公司担

保余额 204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

计）的 0.32%。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

表范围之外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四）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