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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8-10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被担保人包括福田汽车全资子公司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孙）公

司以及其他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或授权期间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2、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被担保人为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北福田”）。 

3、 公司及子公司北京银达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达信”）对外承担的

担保责任：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终端客户。 

4、 公司（含子公司）的回购责任：对象系购买公司产品而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经销商及

客户。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 292.53 亿元。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6.17 亿元，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9.63%。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关于 2019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19 年度公司对全资子（孙）公司的担保计划： 

2019年，公司相关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有关银行申请 2019年

度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国贸”）拟申请银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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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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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授信额度 27 亿元，内保外贷业务额度 3 亿元；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河北雷萨”）拟申请 10 亿元；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宝沃”）及其下属子

（孙）公司拟申请 30 亿元；其他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或授权期间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拟申

请 10亿元，为便利后续经营、提升决策效率、保证资金需求，预计公司拟对上述全资子（孙）

公司 1 年期金融机构（银行）综合授信及内保外贷业务授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80 亿元，具

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业务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金融机构（银行）

融资授信 
27亿元 

根据与金融机构（银

行）实际签署的合同 

内保外贷 3亿元 

小计 30亿元 

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金融机构（银行）

融资授信 

10亿元 

北京宝沃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孙）公司 
30亿元 

其他全资子公司（孙公

司）或授权期间新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10亿元 

总计 80亿元  

允许公司在上述 80 亿元担保额度内调整使用对全资子公司（孙公司）的银行授信担保。 

（二）2019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河北福田的担保计划 

2019年，河北福田因业务发展的需要，融资需求为 3亿元，公司拟按持股比例 51%对河北

福田 1年期金融机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2019 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银达信对外承担的担保责任 

2019 年，为助力福田汽车产品销售，支持供应商的资金融通，提升供应链竞争力，公司

全资子公司银达信对购买福田汽车产品的客户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业务提供担保责任不超过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业务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银

行）融资授信 
1.53亿元 根据与金融机构

（银行）实际签署

的合同 
合计 1.5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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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亿元；公司对供应商以应付账款向银行开展保理融资提供担保责任不超过 20亿元，允许调

整使用。 

（四）公司（含子公司）的回购责任 

2019 年，公司为促进产品销售，解决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信誉良好且需融资支持客户的付

款问题，拟对开展商贷通业务的经销商以及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客户提供不超过 151亿元的汽

车回购责任。 

商贷通业务为本公司与合作银行约定对本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本公司

经销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由经销商利用上述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购买公司的各类汽车，

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经销商无法交存足额票款时，其仍未销售的库存车辆，由本公司回购。 

融资租赁业务为经销商或客户将从公司购买的车辆出售给租赁公司，再融资租赁，本公司

对承租人欠付租金等违约事项承担回购责任。 

回购是为了促进公司产品销售而采用的行业通用的成熟模式，公司设立有专门的法务及风

险管理机构，建立有成熟的风险控制机制，公司近两年实际发生回购的概率极低，总体风险可

控。 

二、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 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6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共有董事 17名，截至 2018年 11月 26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17 张。董事会以 17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除 2018 年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对相关全资及参控股子公司后续年度担保额度外，董事会

审批通过如下担保额度，授权经理部门在下述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一） 期间：2019年 1月 1日—2019年 12月 31日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业务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北京银达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客户/自然

人 
银行按揭 40亿元 

根据与金融机构

（银行）实际签署

的合同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供应商 资产管理业务 20亿元 

合计 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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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资子（孙）公司总担保额度：80亿元，允许在 80亿元额度内调整使用对全资子

（孙）公司（含授权期间新设立的全资子/孙公司）的银行授信担保。 

（三） 控股子（孙）公司总担保额度：1.53亿元。 

（四） 公司（含子公司）为助力产业链上下游及客户开展金融服务而承担的对外担保责

任：60亿元，允许在 60亿元额度内的担保调整使用。 

（五） 公司为助力产业链下游客户开展金融服务而承担的回购责任：151 亿元，允许在

151 亿元额度内对不同业务调整使用担保。 

（六） 上述担保事项合计 292.53亿元由本次会议一并审核通过，担保实施时将不再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七） 该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将在中报和年报中予以汇总、体现或说明。 

本事项尚需经福田汽车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常瑞，注册

地北京市昌平区。福田国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2017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72,516万元，总负债 386,310万元，流动负债为 386,310  

万元，银行贷款为 24,428万元，净资产为-13,794万元，营业收入 419,564万元，净利润 1,192

万元。2018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37,031 万元，总负债为 365,419 万元，流动负

债为 365,419万元，银行贷款为 36,622万元，净资产-28,388万元，营业收入 192,623万元，

净利润-14,594 万元。 

（二）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8年 8月，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国涛，注册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雷萨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专用车辆、汽车

配件、工程机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制造、销售。河北雷萨目前无

财务数据。 

（三）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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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河北省承德市。河北福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货物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制

造、销售，铸件制造、销售；铸造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培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进出口、设备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出口自产产品，

进口生产所需技术设备、原辅材料（国家限制类除外）。2017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19,385

万元、总负债 103,436 万元、流动负债为 65,801 万元，银行贷款为 42,760 万元，净资产为

15,949 万元，营业收入 15,782 万元、净利润-15,739 万元。2018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

资产 112,943 万元，总负债为 79,910 万元，流动负债为 48,150 万元，银行贷款为 34,760 万

元，净资产 33,033 万元，营业收入 8,691万元，净利润-4,884万元。 

（四）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注册资本 731,872.22 万元,法定代表人巩月琼,

注册地北京市密云。北京宝沃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公开挂牌转让 67%股权。主营业

务为：制造汽车(含轿车)；生产发动机；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目前北京宝沃已公告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 67%

股权。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503,909 万元、总负债为 390,37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为 383,765万元，净资产 113,530 万元，营业收入 509,645万元，净利润-27,467 万元。 2018

年 8 月 31 日，总资产 1,181,635 万元，总负债为 666,73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641,023 万

元，净资产 514,895 万元，营业收入 218,440万元，净利润-114,788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批准额度内签订担保合同，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

将在上述范围内，以有关主体与金融机构（银行）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北雷萨等公司全资子公司以销售业务

为主，能够用于抵押的实物资产较少；北京宝沃处于业务培育阶段，其业务发展需要资金，需

要母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为促进销售、提升利润，公司通过金融服务为产业链上下游及终端客

户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解决金融业务的资金需求。因此，为确保公司子（孙）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保障需求资金的适时到位，同时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对全资

子（孙）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银达信助力产业链上下游及客户开展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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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外承担的担保责任、公司（含子公司）协助经销商/法人客户等开展金融服务承担的回购

责任不会损害公司利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融资使用情况及企业经营状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

风险，有效控制担保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1、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2、我们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配

合福田汽车及各级子(孙)公司做好融资工作，不会对福田汽车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对于全资子(孙)公司，福田汽车对其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

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小；承担回购是基于金融服务业务产生的资金需求，公司设立有专门的法

务及风险管理机构，建立有成熟的风险控制机制，总体风险可控。3、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

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 2019 年

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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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74.78 亿元（占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4.96%）。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93.32 亿元（占公

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99%），公司其他对外担保总额为 81.46 亿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2.97%）。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