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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 2021 年至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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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欧派家居”)或欧

派家居控股子公司 

 预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预计 2021 年至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84,000 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7,965.9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7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4,459.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7%。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0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至 2022 年对外担保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84,000 万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至 2022年对外担保额度情况概述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增强公司资金运用的灵活性，控制资金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2021年至 2022年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84,000 万元。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

行调整，具体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2021年至 2022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如下列示： 

序号 保证人 被担保人 
拟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1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欧派集成”） 
欧派家居 28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 
广州市欧派卫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派卫浴”） 
欧派家居 130,000 连带责任保证 

3 欧派家居 欧派集成 375,000 连带责任保证 

4 欧派家居 
天津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欧派”） 
8,000 连带责任保证 

5 欧派家居 
江苏无锡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无锡欧派”） 
31,000 连带责任保证 

6 欧派家居 
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远欧派”） 
85,000 连带责任保证 

7 欧派家居 公司下属任意子公司 20,000 连带责任保证 

8 

其他项：仅限于公司与控股子

公司之间担保，且额度可自由

调配 

其他项：仅限于公司与控股子

公司之间担保，且额度可自由

调配 

355,000 
连带责任保证 

或资产抵押 

合计 1,284,000   

二、拟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欧派集成主要从事整体衣柜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07 年 3 月 5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柏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金沙北路 2 号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 70%股权、欧派（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 

经营范围 

家具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以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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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集成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8,173.19 238,761.51 

负债总额 185,887.40 63,684.40 

净资产 222,285.79 175,077.11 

资产负债率 45.54% 26.67%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5,528.17 466,549.52 

净利润 47,208.68 35,775.80 

（二）江苏无锡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无锡欧派主要从事整体厨柜、整体衣柜等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4 年 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迎霞 

住所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石洲路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厨房用具及配件、金属家具、木质家具、藤制家具、家用电器研发、加工、制造、维修及安

装服务；厨房用具、家用电器、家具批发零售；室内装饰及设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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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锡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7,643.80  173,738.46 

负债总额       156,535.00  159,231.42 

净资产         21,108.81  14,507.04 

资产负债率 88.12% 91.65%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9,736.41  150,015.72 

净利润           6,601.77  9,177.30 

（三）天津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天津欧派主要从事整体厨柜、整体衣柜等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0 年 4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海旺 

住所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物海道 9 号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厨房用具及配件、金属家具、木质家具、藤制家具、家用电器研发、加工、制造、维修



 

及安装服务；厨房用具、家用电器、家具批发零售；室内装饰及设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除外）。（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2、天津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5,756.35 165,261.51 

负债总额 134,236.89 107,383.32 

净资产 71,519.47 57,878.18 

资产负债率 65.24% 64.98%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313.23 169,492.83 

净利润 13,641.28 15,398.04 

（四）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清远欧派主要从事整体厨柜、整体衣柜等产品的生产经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4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柏 

住所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广清产业工业园园区内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

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装卸搬运和仓

储业;道路货物运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塑料制品业;批发和零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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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12.31（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7,279.71  272,540.11 

负债总额                 298,750.49  242,839.27 

净资产               48,529.22  29,700.84 

资产负债率 86.03% 89.10%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1,010.31  200,374.05 

净利润                 18,828.38  13,085.2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仅限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在银行

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贸易融资授信、流动资金授信、银承授信额、非融资性保函、交

易对手风险额度等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事项。具体担保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上述对外担保额度是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同意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年至 2022年对外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84,000万元，并同意将本

事项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董事会提请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授权董事长姚良松先生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对外担保额度内办理对外担保的有关手

续，每笔担保不需要再单独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授权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确定的2021年至2022年对外担保总额度是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

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主体，风险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

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同意将本事项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7,965.9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7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54,459.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7%。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欧派家居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