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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公司、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公司、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下属子公司就向相关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事项相互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信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1 亿元整，授信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2、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田支行申请综合信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 亿元整，授信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3、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蛇口分行申请综合信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5 亿元整，其中下属子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占用该笔

总额度不超过 1 亿元整，担保方式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蛇口

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1 年。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株洲

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拥有坐落于湖南省株洲市泰山西路 1728 号的土

地、房产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蛇口分行提供抵押担保； 

4、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分行申请综合信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整（或等值外币），授信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1 年，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其中下属子公司杭州乾景科技有限公司占用该笔总额度不超过 0.2 亿元

整，担保方式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下属子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占用该笔总额度不超过 0.5 亿

元整，担保方式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5、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信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整，授信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其中下

属子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占用该笔总额度不超过 1 亿元整，担

保方式为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申请的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银行授信用途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信用证额度等，具体融资金额将

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童永胜先生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3 年 07 月 29 日 

（2）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3）注册资本：46,945.7706 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5

层 A;B;C501-C503;D;E 

（5）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

电力电子产品、电气产品、机电一体化设备、家用电器及其零部件，包括家用电

器电源、工业与通信电源、节能灯及高频镇流器、便携式设备电源、医疗设备电

源、电机及变频驱动器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触摸屏、工业自动化软件、智能型

电力电子模块，并为经营上述产品及业务提供必要的工程服务、技术咨询服务、

售后维修服务、电池采购并配套销售服务；经营上述各项产品及系统的采购、零

售（不设店铺）、批发、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36,314,768.38 2,909,830,469.58 

负债总额   507,717,580.04   783,861,309.35 

净资产 2,128,597,188.34 2,125,969,160.23 

项目 2018 年度（已审计）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94,883,528.43 904,177,845.27 

利润总额   33,864,724.16  31,627,039.39 

净利润   35,813,715.40  33,481,381.59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26.94%。 

2、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1 日 

（2）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3）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5

层 C505、C507、C509、C511、C512、C514、C516 

（5）经营范围：电机及电气控制技术相关的硬件与软件产品研发、销售及

服务（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6）公司持股比例：100%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6,225,460.30 847,152,450.56 

负债总额 501,826,861.85 577,051,364.53 

净资产 164,398,598.45 270,101,086.03 

项目 2018 年度（已审计）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9,521,850.66 766,751,189.14 

利润总额 104,407,670.41 111,395,333.92 

净利润 94,394,412.28 105,702,487.58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12%。 

3、杭州乾景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 年 05 月 18 日 

（2）法定代表人：童永胜 

（3）注册资本：3,355.7045 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迎春南路 28 号迎春智谷一区 408-85 

（5）经营范围：生产：伺服电机、电机控制柜（生产场所另设）；伺服电机

潜油螺杆泵、潜油电泵、数控往复式潜油电泵、石油钻采设备、通用机械产品、

石油钻采配件和工具、计算机软硬件、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机电设备、压力管

道及其配件、石油钢管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维修及销售；石油开

采技术服务；批发、零售：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机电设备；自有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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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持股比例：51% 

（7）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867,110.81 31,531,643.44 

负债总额 35,967,019.66 21,249,910.74 

净资产 11,900,091.15 10,281,732.70 

项目 2018 年度（已审计）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963,033.99 15,731,746.13 

利润总额 -2,713,406.02   400,036.15 

净利润 -1,769,313.00 -1,618,358.45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杭州乾景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7.3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

内容将由公司及相关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公司、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公司、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 



公司资信和经营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就向

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相互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担保

事项不存在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2005]120 号）相关规定的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就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相互

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资信和经营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

本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株洲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乾景科技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意前述公司、

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

担保为 0.00 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所有担保仅限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含公司与子公司相互之间）为人民币 27,412.21 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65%。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