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债券代码：113543

债券简称：欧派转债

公告编号：2021-032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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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集成”）、欧派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派家居”）
●公司为欧派集成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广州
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而签订的相关法律性文件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本保
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公司已实际为欧派集成向各银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44,768.47 万元。
欧派集成、广州市欧派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卫浴”）为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白云支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而签订的相关法
律性文件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本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欧派
集成、欧派卫浴已实际为公司向各银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6,590.13 万元。
●本次担保无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 0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2021 年 5 月 26 日，公司、欧派集成分别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额度变更协议》。欧派集成在原《融资额度协议》
（协议编号：82142021280031）基础上，补
充签署了《额度变更协议》，欧派集成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由人民币 33,000 万元
变更为 7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6 日止）及其他条款
不变。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
2021 年 5 月 26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白云支行签署《授信额度协议》，欧派集成、欧派卫
浴与中国银行白云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向中国银行白云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
币 12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5 日止。欧派集成、欧派卫
浴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4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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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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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认为公司确定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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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
已经获得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欧派家居关于确定 2021 年至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欧派家居关于确定 2021 年至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9）及《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欧派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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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金沙北路 2 号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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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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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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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8,173.19

483,606.16

负债总额

185,887.40

250,534.52

净资产

222,285.79

233,071.64

45.54%

51.81%

资产负债率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5,528.17

116,665.45

净利润

47,208.68

10,785.85

（二）欧派家居
1、欧派家居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1994 年 07 月 01 日

注册资本

42,017.0165 万元

实收资本

42,017.016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松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 366 号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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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以审批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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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0.12.31（经审计）

财务指标

2021.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4,363.11

2,018,221.41

负债总额

691,820.31

796,431.35

1,192,542.80

1,221,790.07

36.71%

39.46%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财务指标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1,473,969.02

329,958.16

206,262.94

24,367.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欧派家居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欧派集成
2、保证人：欧派家居
3、债权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

4、担保金额及范围：人民币 70,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款项，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保证期间：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对欧派集成的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欧派集成、欧派卫浴与中国银行白云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欧派家居
2、保证人：欧派集成、欧派卫浴
3、债权人：中国银行白云支行
4、担保金额及范围：
（1）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 120,000 万元
（2）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白云支行所签署《授信额度协议》的授信额度内的借款、贸易
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
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5、保证期间：中国银行白云支行对公司的债权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
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批准可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84,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7.67%；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132,936.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15%。以上对外担保均为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经批准可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7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3.2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6,346.77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89%。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
《最高额保证合同》、《额度变更协议》、《授信额度协议》
（四）欧派集成、欧派家居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