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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2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20-097   

债券代码：123045          债券简称：雷迪转债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 

（涌金司库专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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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

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涌金司库专用）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请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随着公司各项业务的推进及各全资子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展，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不断增加，为满足公司及各全资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加强金融资产

统筹管理，优化财务结构，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杭州大恩汽车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大恩”）、杭州沃德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沃德”）、

上海博明逊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明逊”）以及浙江精峰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精峰”）拟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

下简称“浙商银行”）开展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资产池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1、业务概述 

资产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企业或企业集团统一管理、统筹使用所持金 

融资产需要，对其提供的资产管理与融资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台，

是协议银行对企业提供流动性服务的主要载体。 

资产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依托资产池平台对企业或企业集团开展的金融资

产入池、出池及质押融资等业务和服务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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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池入池资产包括不限于企业合法持有的、协议银行认可的存单、理财产

品、应收账款等金融资产。 

2、合作银行 

本次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合作银行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业务期限 

本次资产池业务的开展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具体业务开展

期限以公司与合作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约定期限为准。 

4、实施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 5亿元的资产池额度，即用于与所合作银行开展资

产池业务的质押、抵押的资产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业务期限内，该额

度可滚动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和子

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5、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浙商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6、担保方式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池的建立和使用可采用存单质

押、票据质押、保证金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具体每笔担保形式及金额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和各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

原则确定。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

提请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杭州大恩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大恩汽车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文超；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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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9 年 09月 09日； 

住所：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春潮路 89 号； 

经营范围：制造：轴承；销售：汽车零部件，钢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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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大恩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3.68 1,287.77 

负债总额 462.87 453.68 

净资产 840.82 834.09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87.09 888.39 

利润总额 -29.71 -8.98 

净利润 -22.28 -6.73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二）杭州沃德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沃德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仁荣； 

注册资本：叁亿叁仟玖佰壹拾柒万玖仟柒佰捌拾伍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9月 17日； 

住所：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江东二路创业园 D 幢 501 号； 

经营范围：生产（筹建）：汽车零部件及五金件（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及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经销：钢材、轴承、

五金机械配件、汽车配件、燃料油（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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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沃德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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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260.70 37,253.11 

负债总额 2,596.61 3,706.23 

净资产 33,664.10 33,546.88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96.38 2,029.59 

利润总额 -503.52 -117.21 

净利润 -506.03 -117.21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三）上海博明逊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博明逊进出口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韩国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 年 6月 10日；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定边路 35 号 707室；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汽摩配件、机械设备、五金工具、

家用电器、煤制品、木材、模具、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建材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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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博明逊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6 68.86 

负债总额 7.10 103.62 

净资产 5.06 -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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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45.20 -39.81 

净利润 -45.20 -39.81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四）浙江精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精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仁荣； 

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 年 04月 12日；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广华路 86 号 1 幢 339 室； 

经营范围：汽车轮毂轴承单元、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和销售；汽车零部件的工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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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精峰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61.47 32,112.20 

负债总额 5,610.16 4,031.81 

净资产 -48.69 28,080.39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48.69 -38.24 

净利润 -48.69 -38.2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无外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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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产池业务的风险与风险控制 

流动性风险：公司开展涌金司库项下的资产池业务，需在合作银行开立资产

池质押融资业务专项保证金账户。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

会导致托收资金进入公司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商业汇票的保证金账户，对公司资

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后，公司将安排专人与合作

银行对接，建立台账、跟踪管理，及时了解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和安排公司新

收票据入池，保证入池的票据的安全和流动性。内审部门负责对资产池业务开展

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资产池业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和检查，因此此次资产池业务的担保风险可控。 

四、 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本次开展资产池业务是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加强金

融资产统筹管理，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优化财务结构，满足杭州大恩、杭

州沃德、上海博明逊、浙江精峰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杭州大恩、杭州沃德、上海博明逊、浙江精峰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杭州大恩、杭州沃德、上海博明逊、浙江精峰组

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较为完善，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

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涌金司库专用）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请至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授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资产池业务。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 

和跟踪资产池业务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风险，并第一时间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3、内审部门负责对资产池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公司资产池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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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发生的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543.95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70%。 

本公司及控制的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