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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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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创世纪
机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含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创世纪全资、控股公司）
（以下合称“创世纪”）拟为采用融资租赁或银行贷款方式采购设备产品的客户
提供合计不超过100,000万元（单位：人民币，下同）的担保，公司在此范围内
为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提供金额不超过70,000万元的履约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创世纪主营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该领域下游客户采
用融资租赁或银行贷款方式采购整机厂商设备，整机厂商提供回购担保或保证担
保，属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较为普遍的销售模式。创世纪的部分客户采用融资租
赁或银行贷款方式采购设备产品，存在融资担保的需求。结合行业特点、客户需
求等情况，为满足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客户需求、增强
客户粘性、快速回笼资金，创世纪根据客户的资质情况提供不同形式的担保（以
保证担保及回购担保为主）。创世纪拟在本担保议案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为
客户提供金额合计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17.92%。公司在此范围内为创世纪的对外担保提供金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的履约担保，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55%。
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同意创世纪为
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创世纪的对外担保提供履约担保的相关事项。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为
177,363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1.79%。本次创世纪提供担保

的对象可能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客户。本次担保事项超
出董事会审批权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子公司创世纪为客户提供担保，公司为创世纪的对外担保提供履约
担保的相关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担保方案概述
1、在保证担保方式下，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或银行贷款方式购入创世纪产品。
创世纪为客户提供担保，公司为创世纪的保证担保提供履约担保：如客户未按期
偿还融资租赁租金或银行贷款本息，创世纪则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创世纪未
能承担该连带清偿责任，公司将代为承担该连带清偿责任，为客户偿还融资租赁
租金或银行贷款本息。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创世纪为客户提供的保证担保余
额为约 4,991 万元。
2、在回购担保方式下，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购入创世纪产品。创世纪与
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回购合同，保证回购涉及客户违约的产品，公司为创世纪的回
购担保提供履约担保：如客户未按期偿还融资租赁的款项，且融资租赁公司不能
追回客户所欠全部或部分款项，创世纪按照回购合同规定价格回购设备产品。如
创世纪未能承担回购责任，公司将承担该回购责任，按照回购合同规定价格回购
设备产品。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创世纪为客户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回购担保
涉及的回购责任金额共计约 15,972 万元。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创世纪为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客户提供回购担
保或保证担保，属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较为普遍的销售模式。
本次子公司向客户提供担保，系促进公司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
产品销售的需要，创世纪下游客户较多，其将为资信状况良好、经第三方公司审
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或保证担保。本次
被担保对象中可能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客户，公司将对其资信状况、经营
情况进行审核，严格执行风险控制措施。
2、公司为创世纪对客户的担保提供履约担保，在创世纪未能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或回购责任的情况下，公司将承担该责任，代客户偿还融资租赁租金或银行
贷款本息。被担保人系公司子公司创世纪，以及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创世纪
下属公司：
（1）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3906254G
成立时间：2005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东环路 508 号 A 座；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
街道新二红巷工业路 88 号厂房一、二、三；黄埔居委南浦路 152 号设有经营场
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夏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及数控机床的设计、开发、
生产、销售、租赁、维修等。五金制品、机械零部件、机电设备的技术开发、销
售、租赁；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等。
股东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创世纪 100%股权。
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融
资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以创世纪股权融资的方式进行融资，创世纪拟引入
四名机构投资人，合计融资 6 亿元；其中，三名投资人向创世纪增资，预计分别
取得创世纪的 1.33%、0.89%、4.44%股权；另一名投资人以可转债形式向创世纪
投资，投资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假设投资期限内全部投资款转股，预
计可转债投资人将取得创世纪的 6.25%股权（投资人最终取得的股权比例均按照
投资协议约定公式，根据增资完成时的实际情况计算确定）。公司放弃四名投资
人向创世纪增资的优先认缴权，持有创世纪股权比例预计将由 100%降至约 87.09%。
截至本公告日，创世纪股权融资事项正在实施过程中。
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24,622,457.38
3,929,833,572.46
负债总额
1,732,010,328.51
1,423,893,376.37
其中，流动负债
1,717,836,553.52
1,405,837,284.71
净资产
2,192,612,128.87
2,505,940,196.10
资产负债率
44.13%
36.23%
利润表项目（元）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9,781,605.73
1,559,426,201.81
利润总额
745,394,758.76
364,073,643.79
净利润
639,364,638.46
309,918,835.95
（2）苏州市台群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苏州市台群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1N1F1E7Y
成立时间：2016 年 12 月 2 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2998 号
法定代表人：夏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机械电子设备、工业机器人及
数控机床、光电技术设备及配件、五金制品、机械零部件、机电设备的生产、销
售、租赁、设计、维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等。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创世纪持有 100%股权。
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530,969.40
360,988,095.02
负债总额
9,889,702.02
284,841,929.77
其中，流动负债
9,889,702.02
284,841,929.77
净资产
36,641,267.38
76,146,165.25
资产负债率
21.25%
78.91%
利润表项目（元）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210,065.02
191,383,051.20
利润总额
-14,130,024.27
-10,789,736.03

净利润

-13,858,734.49

-9,995,102.13

（3）东莞市创群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创群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454758106
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8 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沙田镇横流社区沙田综合服务中心大院 2 号楼 3 楼 301 室
法定代表人：夏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加工、租赁机械设备；机械人与自动化设备、机械
电子设备及数控机床的设计、开发、服务、租赁；光电技术及产品开发、制造、
销售、租赁；五金制品、机械零部件、机电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租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创世纪持有 100%股权。
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4,871,815.59
444,837,773.13
负债总额
143,939,063.86
94,397,521.74
其中，流动负债
143,939,063.86
94,397,521.74
净资产
340,932,751.73
350,440,251.39
资产负债率
29.69%
21.22%
利润表项目（元）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039,316.84
63,915,594.85
利润总额
22,874,008.10
12,644,719.67
净利润
17,155,506.08
9,507,499.66
公司为创世纪向客户担保提供履约担保的被担保对象，还包括在本次审批的
担保额度有效期内创世纪新设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需为公司
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其他股东原则上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公司遵循公平、对等原则进行对外担保，不承担与股东地位不相匹配的担保义务，

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
担保方：创世纪及其下属公司。
被担保方：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资信状况良好、经第
三方公司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回购担保。
担保金额：在本次担保议案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创世纪为客户提供金额
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
担保期限：根据客户申请信用支持或以融资租赁等方式购买设备的融资期限，
由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确定。
2、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担保方：公司。
被担保方：创世纪及其下属公司。
担保方式：为创世纪向客户提供的担保提供履约担保。在客户发生违约、创
世纪未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回购责任的情况下，公司代创世纪承担上述责任。
担保金额：在本次担保议案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创世纪为客户提供担
保的额度内，为创世纪的对外担保提供金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的履约担保。
担保期限：根据创世纪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期限，由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确定。
本次创世纪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创世纪提供履约担保的相关事项暂未
签署协议，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被担保人发生实际资金需求时签署。
本次担保的详细情况以最终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五、担保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创世纪为客户提供保证担保或回购担保，公司为创世纪的对外担保提供

履约担保，如出现客户违约情况，创世纪或公司将面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赔偿
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回购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为了防止或减少前述风险的发生，公司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
造业务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如下：
1、制定详细的客户资质评估流程：销售部门收集客户资料、风险管理部门
审核客户资质、优良资质的客户资料提交给租赁公司审核合格后签署相关协议。
2、业务人员定期走访客户，及时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及变化情况。
3、对融资租赁的数控机床等机器设备设远程控制密码，若客户不按照合同
付款，创世纪可通过密码对机器进行远程锁定。
4、优先选择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当客户出现违约情形时，公司取得设备
所有权并取回设备，防止客户破产的情形下设备产品被作为破产财产处理。回购
担保相对于保证担保更能够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5、回购担保方式下的融资租赁通常要求客户支付部分首付款，余款在未来
期间内按月支付；在剩余款项支付期间,如果出现违约而产生回购责任的情况，
机器的市场价值仍高于未支付的剩余货款金额，从而可以有效控制损失风险。
6、采用融资租赁、银行贷款方式购买创世纪产品的客户及其主要股东与第
三方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签署担保协议。在客户出现违约情形时，第三方商
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可直接要求客户及其主要股东承担担保责任。
经过多年的业务运营经验的积累，公司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
造业务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防范体系，能够严格控制担保的风险。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4,400 万元，公司因子公司创世纪为客户担保而提供履约担保的余额为 22,000
万元，合计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8.03%。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公司子公司创世纪为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或银行贷款
方式购买设备而提供的保证担保和回购担保余额为约 20,963 万元，合计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76%。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其他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公司及下属公
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七、审议意见
1、董事会意见
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
为：
作为设备销售的一种有效模式，为客户提供保证担保和回购担保有利于满足
客户需求，促进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设备的销售；创世纪拟为数控机床、玻
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资信状况良好的客户提供担保，公司为创世纪提供
履约担保，已经实施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对外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
会同意创世纪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创世纪提供履约担保的相关事项。
为便于实施公司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事项，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额度内处理本次
担保相关的一切事务，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及子公司承担。本
次授权决议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计算。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认真审议后，在《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中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为客户提供担保是一种有效促进产品销售、增强客户粘性的方式，为数控机
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广泛采用。创世纪向购买数控机床、玻璃精
雕机等高端装备产品、资信状况及经营情况良好的客户提供保证担保和回购担保，
公司为创世纪提供履约担保，有助于促进设备销售、促进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子公司为经商业银行或融资租赁公司审核符合融资条
件的客户提供担保，已针对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建立良好
的风险防控体系，能够有效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履约担保的相关事项。
3、监事会意见
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
为：
公司子公司创世纪向客户提供金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公司在此范
围内为创世纪的对外担保提供金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的履约担保，有利于满足
客户需求、促进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设备的销售。公司数控机床、玻璃精雕
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防控体系，本次为资信状况良好的
客户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外担
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