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简称: 富瑞特装

股票代码: 300228

公告编号: 2017-079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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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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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长隆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隆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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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授信。其中富瑞重装申请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长隆石化申请 2000 万元授信额度，期限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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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因公司及子公司经营业务需要与中信银行商洽后拟进行授信调整如下：富
瑞重装、长隆石化、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瑞氢能”）拟共同向中信银行申请总额授信额度共计 8000 万元，期限 1 年。其中
富瑞重装申请 6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追加抵押公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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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瑞氢能申请 1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富瑞氢能其余小股东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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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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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富瑞重装的总资产为 72,930.48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6,995.4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468.5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6,915.19 万元），净资产为 55,935.0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3.30%，2016 年度
营业收入为 12,853.05 万元，利润总额为 184.78 万元，净利润为 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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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30 日，富瑞重装的总资产为 74,389.3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348.8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637.9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4,052.88
万元），净资产为 56,040.5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4.67%，2017 年 1 至 9 月营业
收入为 15,531.00 万元，利润总额为 112.89 万元，净利润为 105.54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江苏长隆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住所：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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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长隆石化的总资产为 6,578.5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35.8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2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935.88
万元），净资产为 4,642.7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9.43%，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7,387.46 万元，利润总额为 2,519.26 万元，净利润为 2,1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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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30 日，长隆石化的总资产为 6,213.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19.2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619.26 万
元），净资产为 4,594.2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6.06%，2017 年 1 至 9 月营业收
入为 2,071.23 万元，利润总额为-41.26 万元，净利润为-64.10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3、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13 日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福新（晨新）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邬品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 万元
经营范围：氢能源装备、氢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相
关技术服务；氢能源装备的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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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富瑞氢能的总资产为 12,162.48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0,609.9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0,609.94
万元），净资产为 1,552.5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7.24%，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利润总额为-447.45 万元，净利润为-4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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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30 日，富瑞氢能的总资产为 12,361.1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303.9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1,303.94
万元），净资产为 1,057.2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1.45%，2017 年 1 至 9 月营业
收入为 3,736.31 万元，利润总额为-506.25 万元，净利润为-495.30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富瑞重装、长隆石化、富瑞氢能拟共同向中信银行申请总额授信额度共计
8000 万元，期限一年。其中富瑞重装申请 6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并追加抵押公司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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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瑞氢能申请 1000 万元授信
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富瑞氢能其余小股东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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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24.2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 74,472.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28%，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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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24.2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79,472.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18%，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2.95%（以上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资产为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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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审议结果
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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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长隆石化、富瑞氢能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发展，富瑞重装、长隆石化、富瑞氢能信誉及经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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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上述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进行担保的事项，独立董事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补充富瑞重装、长隆石化、富瑞氢能日常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富瑞重装、长隆石化、富瑞氢能业务的发展，富瑞重装、
长隆石化、富瑞氢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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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公司
为全资、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