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码：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22-016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提供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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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
担保计划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00.52%，本次被担保子
公司中无锡杰夫机械科技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2022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359,030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集团”）提供
担保计划 150,000 万元，子公司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4,200 万元，以上事项尚需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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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31.65%

12,000

20,000.00

3.79%

否

宁波奥威尔轮毂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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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相关子公司基本情况
1、威海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万丰”）
公司名称：威海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
住

所：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和兴路 1499 号

法定代表人：董瑞平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铝合金车轮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车轮及其零部件的技术
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
威海万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26 日，由本公司和山东铝业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公司持股 65%。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威海万丰总资产
104,779.73 万元，净资产 67,741.69 万元，资产负债率 35.35%，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78,757.43 万元，净利润-2,252.42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威海万丰总资产 102,618.66 万元，净资产 70,142.51 万

元，资产负债率 31.65%，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26,946.42 万元，
净利润 2,399.51
万元（未经审计）。
2、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奥威尔”）
公司名称：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宁波出口加工区天山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张惠成
注册资本：2,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铝合金轮毂产品及汽车配件的生产、研发；在保税状态下的自制产
品销售。
宁波奥威尔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是由公司与 Ultra Wheel
Company、Femtec.Inc 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持股 75%。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宁波奥威尔总资产 60,106 万元，净资产 19,25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97%，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906.10 万元，净利润-219.64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宁波奥威尔总资产 61,463.98 万元，净资产 19,099.9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92%，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9,097.00 万元，净利润-164.39
万元（未经审计）。
3、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镁业”）
公司名称：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朱训明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非金属、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海工船舶装备及零部件、机车
及轨道交通装备及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备案范围内的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威海镁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持股 68.80%。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威海镁业总资产 52,467 万元，净资产 25,819 万元，资产负
债率 49.21%，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075.41 万元，净利润 6,555.50 万元（已经
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威海镁业总资产 56,529.28 万元，净资产 28,438.79 万
元，资产负债率 49.69%，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17,463.94 万元，
净利润 1,784.59
万元（未经审计）。

4、吉林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万丰”）
公司名称：吉林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
住

所：吉林高新区深东路 2600 号

法定代表人：张惠成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铝合金车轮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营出口业务。
吉林万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万丰总资产 119,395.73 万元，净资产 53,058.91 万元，资产负债率 55.56%，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0,883.76 万元，净利润 743.39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吉林万丰总资产 120,506.55 万元，净资产 53,618.76 万
元，资产负债率 55.51%，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21,523.00 万元，净利润 519.55
万元（未经审计）。
5、重庆万丰奥威铝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万丰”）
公司名称：重庆万丰奥威铝轮有限公司
住

所：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平原村三社

法定代表人：董瑞平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铝合金车轮及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
物进出口业务。
重庆万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万丰总资产 83,817 万元，净资产 36,1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88%，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8,570.81 万元，净利润 372.76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重庆万丰总资产 81,459.98 万元，净资产 36,363.06 万
元，资产负债率 55.36%，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16,598.55 万元，净利润 213.32
万元（未经审计）。
6、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摩轮”）
公司名称：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新昌工业园区鳌峰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董瑞平
注册资本：13,8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摩托车铝合金车轮及相关零部件的开发和售后服务，生
产汽车铝合金车轮，汽车零部件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万丰摩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9 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万丰摩轮总资产 155,490 万元，净资产 53,42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64%，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9,116.85 万元，净利润 282.67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万丰摩轮总资产 150,826.39 万元，净资产 53,122.78 万
元，资产负债率 64.78%，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22,896.41 万元，净利润-341.14
万元（未经审计）。
7、广东万丰摩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摩轮”）
公司名称：广东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住

所：江门市棠下镇金桐二路 12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李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摩托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制造）；技术
咨询；货物进出口。
广东摩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万丰摩轮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东摩轮总资产 31,161 万元，净资产 12,874 万元，资产
负债率 58.69%，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274.16 万元，净利润 1,408.26 万元（已
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广东摩轮总资产 33,570.88 万元，净资产 13,060.83 万
元，资产负债率 61.09%，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6,984.45 万元，净利润 182.12
万元（未经审计）。
8、万丰铝轮（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万丰”）
公司名称：万丰铝轮（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住

所：印度新德里阿肖卡地产 9 楼 103 号

法定代表人：李赟
注册资本：3,3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铝合金车轮的生产、销售。
印度万丰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万丰摩轮与其子公司广东摩轮共同出资在印度设
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2 日，公司持股 100%。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印度万丰总资产 44,661 万元，净资产 19,41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6.54%，2021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61,284.08 万元，净利润 3,913.16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印度万丰总资产 47,594.84 万元，净资产 19,810.39 万
元，资产负债率 58.38%，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19072.69 万元，净利润 838.07
万元（未经审计）。
9、上海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达克罗”）
公司名称：上海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宝山区市一东路 9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陈伟军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螺栓的制造加工；机械零件涂复处理；涂复设备、涂复溶剂的
制造；涂复技术服务；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普通
货运。
上海达克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21 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达克罗总资产为 49,496 万元，净资产为 35,88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7.51%，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822.89 万元，净利润 3,889.36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上海达克罗总资产 44,975.44 万元，净资产 36,564.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18.70%，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5,872.73 万元，净利润 683.06
万元（未经审计）。
10、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雄伟”）
公司名称：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无锡市扬名高新技术产业园芦中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军
注册资本：7,900 万元
经营范围：模具、机械配件、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无锡雄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17 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无锡雄伟总资产 120,536 万元，净资产 84,8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9.64%，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6,362.12 万元，净利润 9,400.80 万元（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无锡雄伟总资产 127,063 万元，净资产 85,818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2.46%，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19,106.62 万元，净利润 1,008.21
万元（未经审计）。

11、无锡杰夫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杰夫”）
公司名称：无锡杰夫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无锡市扬名镇扬名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陈伟军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加工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纺织机械及零部件、模具、机械
配件、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
无锡杰夫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雄伟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无锡杰夫总资产 9,780.85 万元，净资产 1,112.52 万元，资
产负债率 88.63%，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832.21 万元，净利润 156.16 万元（已经
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无锡杰夫总资产 8,988.04 万元，净资产 1,168.8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87.00%，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3,697.42 万元，净利润 56.29 万
元（未经审计）。
12、盐城雄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雄伟”）
公司名称：盐城雄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

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嵩山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军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冲压件制造、销售；模具设计、制造。
盐城雄伟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雄伟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盐城雄伟总资产 12,462.49 万元，净资产 6,179.83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0.41%，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723.34 万元，净利润 794.08 万元（已
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盐城雄伟总资产 13,028.34 万元，净资产 6,287.19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1.74%，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3,704.28 万元，净利润 97.55 万
元（未经审计）。
13、仪征雄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雄伟”）
公司名称：仪征雄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扬州（仪征）汽车工业园习武大楼 309 室

法定代表人：陈伟军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切割机械、金属模具、五金工具、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仪征雄伟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雄伟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1 日。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仪征雄伟总资产 7,196.43 万元，净资产 6,210.16 万元，资
产负债率 13.70%，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552.71 万元，净利润 942.60 万元（已经
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仪征雄伟总资产 7,145.89 万元，净资产 6,261.06 万元，
资产负债率 12.38%，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1,860.77 万元，净利润 70.56 万
元（未经审计）。
（二）万丰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新昌县城关镇新昌工业区（后溪）

法定代表人：陈滨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生产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机械及电子产品；民
用航空器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万丰集团成立于 1998 年 3 月 4 日，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万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
份比例 33.37%，为公司控股股东。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万丰集团总资产
2,221,128.65 万元，净资产 919,586.7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8.60%，2021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293,045.63 万元，实现净利润 16,109.98 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万丰集团总资产 2,257,161.15 万元，净资产 928,320.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8.87%，2022 年 1-3 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350,756.91 万元，净利润
18,278.22 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担保合计 359,030 万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1、为威海万丰提供担保 20,000 万元，包括：
（1）为威海万丰向交通银行威海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4,400 万元提供担保，

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威海万丰向中国银行威海高新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5,600 万元继续
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
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威海万丰向日照银行威海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继续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宁波奥威尔提供担保 16,000 万元，包括：
（1）为宁波奥威尔向中国银行北仑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4,000 万元继续提
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
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宁波奥威尔向中国民生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6,000 万元继
续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
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宁波奥威尔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东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6,000
万元继续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
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威海镁业提供担保 27,500 万元，包括：
（1）为威海镁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4,500
万元继续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
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威海镁业向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7,000 万元继续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
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威海镁业向日照银行威海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继续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4）为威海镁业向恒丰银行威海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6,000 万元继续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为威海镁业向浦发银行威海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继续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4、为吉林万丰提供担保 60,000 万元，包括：
（1）为吉林万丰向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以
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吉林万丰向中国建设银行吉林市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2,000 万元提
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
以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3）为吉林万丰向兴业银行吉林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3,0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以双
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4）为吉林万丰向光大银行吉林市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以双
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吉林万丰向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以双
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为重庆万丰提供担保 31,030 万元，包括：
（1）为重庆万丰向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涪陵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以
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重庆万丰向中国银行重庆涪陵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680 万元提供担保，
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以双方签
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重庆万丰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0,35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发票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
以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4）为重庆万丰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
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
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6、为万丰摩轮提供担保 112,500 万元，包括：
（1）为万丰摩轮向中国银行新昌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48,5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万丰摩轮向工商银行新昌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6,0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万丰摩轮向农业银行新昌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25,0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4）为万丰摩轮向浦发银行嵊州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提供担
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为万丰摩轮向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3,000 万
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
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7、为广东摩轮提供担保 18,000 万元，具体为：
为广东摩轮向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棠下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8,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
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8、为印度万丰提供担保 28,000 万元，包括：
（1）为印度万丰向国家开发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21,000 万元提供
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
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印度万丰向渣打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7,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
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9、为上海达克罗提供担保 16,000 万元，包括：

（1）为上海达克罗向浦发银行上海宝山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提
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
以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2）为上海达克罗向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
具体以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
三年止。
（3）为上海达克罗向厦门国际银行长宁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提
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项目和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等，具体
以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
止。
10、为无锡雄伟提供担保 30,000 万元，包括：
（1）为无锡雄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扬名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主要为流动资金贷款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无锡雄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5,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主要为流动资金贷款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以上为控股股子公司担保事项，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为其提供担保。
（二）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计划
多年以来，万丰集团及关联方为本公司信贷、生产经营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为万丰集团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为万丰集团在 EDC 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美元提供担保，授信业
务主要为流动资金贷款等，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等法律所允许的担保
方式；
担保期限：保证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反担保措施：为万丰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被担保人提供相应反担保。
公司将在不超过已审批总额度的情况下，依据实际融资情况对担保对象和担保
额度进行审核，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上述额度内，公司将

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并在实际办理过程中授权董事长签署
相关文件；对于上述担保金额以外的担保行为，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重新提
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全资子公司无锡雄伟拟为其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合计 4,200 万
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1、为其全资子公司无锡杰夫向无锡农村商业银行锡山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融
资租赁等，担保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为其全资子公司盐城雄伟向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2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
赁等，担保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3、为其全资子公司仪征雄伟向江苏仪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2,000 万元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
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担保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提供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 233,475 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510,555.72 万元的 45.73%。本
次对外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金额 513,23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00.5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1）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公司根据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资金需求情况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保证其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被担保子公司
经营状况良好，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同意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
保额度 359,030 万元。
（2）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计划：控股股东万丰集团经营状况良
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且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股东万丰集团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
民币。（3）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无锡雄伟根据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
金需求情况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保证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被

担保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及无锡雄伟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同
意无锡雄伟为其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额度 4,200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鉴于万丰集团及关联方多年来为公司生产经营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公司及子
公司 2022 年度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计划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发展方向，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会议资料、被担保子公司和控股股东万丰集团的财务报表等
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
有助于满足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为
万丰集团提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且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事前也已得到我们的认
可，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担保项下的融资用途适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以
上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