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80

证券简称：*ST 众泰

公告编号：2020-055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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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及各项业务发展需要，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业
务，拟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的担保额度。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六次临时次会议，会议以 8 票赞成、
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2020 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 55 亿元，上述额度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被担保子公司的额度，额度使
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内。同时，在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2、根据预计情况，本次额度范围内担保人均为本公司。上述议案内涉及的
各全资子公司可根据其自身融资需求，在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银行及金融机
构洽谈具体的融资条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3、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但存在被担保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70%
的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
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总体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55 亿元，具体担保额度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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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担保额度调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2018 年 3 月 27 日修订）等相关规定，
在总授权额度范围内，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将可用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之
间进行调剂：
1、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在调剂发生时被担保对象为合并报表外主体的，仅能从合并报表外的其
他被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4、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5、上市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
了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前述担保事项或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程
序并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介绍
名称：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金浙勇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陆仟捌佰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4753017464X
成立日期：2003 年 08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03 年 08 月 01 日至 2023 年 07 月 31 日止
经营范围:轻型客车制造、销售汽车配件（不含发动机）、拖拉机配件、模具、
钣金件、电机产品、五金工具、家用电器、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装饰材
料（不含竹木材料、危险化学品）开发、制造、加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木
竹材料、危险化学品）加工、销售；汽车，金属材料（不含危险物品）销售；汽
车、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设计、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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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本公司持股比例：本公司持股永康众泰 100%，永康众泰持股浙江众泰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泰制造”）100%，故本公司间接持股众泰制造 100%，
众泰制造为本公司的全资二级子公司。众泰制造的实际控制人为应建仁夫妇。
（3）众泰制造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46,292,567.46

9,267,625,747.47

负债总额

6,530,798,284.59

6,833,117,977.10

482,400,000.00

622,400,000.00

6,501,928,233.74

6,803,184,459.86

28,870,050.85

29,933,517.24

2,615,494,282.87

2,434,507,770.37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09,023,438.92

67,612,579.29

利润总额

-785,109,283.68

-181,513,754.25

净利润

-755,985,884.45

-180,986,512.5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4）众泰制造是失信被执行人，但对本次交易无影响。
2、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介绍
名称：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金浙勇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壹佰叁拾叁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732852209D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08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汽车及发动机和零部件；本公司产
品的进出口经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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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本公司持股比例：本公司持股永康众泰 100%，永康众泰持股众泰制造 100%，
众泰制造持股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汽车”）100%，故本
公司间接持股江南汽车 100%，江南汽车为本公司的全资三级子公司。江南汽车

的实际控制人为应建仁夫妇。
（3）江南汽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0,415,978.37

3,753,301,966.42

负债总额

2,450,100,222.26

3,723,325,830.62

788,271,761.11

683,181,761.11

2,449,575,630.58

3,722,801,238.94

524,591.68

524,591.68

60,315,756.11

29,976,135.80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967,715.67

752,059.31

利润总额

-126,491,972.63

-30,339,620.31

净利润

-126,491,972.63

-30,339,620.3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净资产

（4）江南汽车是失信被执行人,但对本次交易无影响。
3、杭州益维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介绍
名称：杭州益维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津路 501 号 U2 库
法定代表人：金浙勇
注册资本：柒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691741843P
成立日期：2009 年 08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08 月 20 日至 2029 年 08 月 19 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汽车整车车身的前围、侧围、顶盖、地板总成焊接
及车身总成焊接，汽车车身涂装（车身试装总成）；维修:汽车维修；零售：本公

司生产的产品、汽车零配件；服务：仓储服务（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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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本公司持股比例：本公司持股永康众泰 100%，永康众泰持股众泰制造 100%，
众泰制造持股杭州益维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益维”）100%，故本
公司间接持股杭州益维 100%，杭州益维为本公司的全资三级子公司。杭州益维
的实际控制人为应建仁夫妇。
（3）杭州益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90,124,130.30

2,049,261,527.68

负债总额

1,598,803,985.96

1,622,606,876.75

296,000,000.00

296,000,000.00

1,582,556,023.76

1,595,957,555.77

13,751,962.20

24,153,320.98

491,320,144.34

426,654,650.93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396,464.15

109,174.29

利润总额

-214,416,351.13

-67,373,883.67

净利润

-202,170,293.02

-64,665,493.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4）杭州益维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合肥亿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介绍
名称：合肥亿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与汤口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徐忠浪
注册资本：柒仟万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784927815P
成立日期：2006 年 02 月 22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02 月 22 日至 2026 年 0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汽车和拖拉机配件、夹具、检具、钣金件、电机产品、五金工具、
家用电器、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汽车销售（除轿车）；经营进出品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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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本公司持股比例：本公司持股上海飞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飞众”）100%，上海飞众持股合肥亿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亿
恒”）100%，故本公司间接持股合肥亿恒 100%，合肥亿恒为本公司的全资二级子
公司。合肥亿恒的实际控制人为应建仁夫妇。
（3）合肥亿恒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8,621,264.56

378,168,761.93

负债总额

231,427,774.20

217,446,474.6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5,091,070.84

55,118,354.55

流动负债总额

205,467,889.05

194,085,919.15

0.00

0.00

167,193,490.36

160,722,287.28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2,421,297.96

79,910,307.95

利润总额

917,424.21

-6,794,181.80

净利润

239,212.28

-6,471,203.0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净资产

（4）合肥亿恒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尚未与贷款金融机构或企业就上述担保计划签订担
保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全资子公司可根
据其自身融资需求，在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洽谈具体的
融资条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公司在已签
署相关担保合同情况下，方开始履行连带责任担保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有利于促进各项目生产经营，
满足项目开发贷款及融资需要。
2、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制范围内，但部分被担保对象为失信被执行人，具有一定的风险。
3、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会尽
力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提供担保。
鉴于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未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257,600 万元（未
含本次担保预计），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40.39%，全部是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存在担保涉及诉讼的
情形，涉及诉讼金额为 123,157.00 万元，公司有两笔担保金额合计 22,700.00
万元被判决败诉，有可能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