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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 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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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派集团”)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

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0年至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拟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51,000万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向银行申请授信情况概述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

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年至 2021年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51,000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贸易融资(信用证)授信、流动资金

(贷款)授信、银承授信额、非融资性保函、交易对手风险额度（一年期以内的远期结售汇）等

综合授信业务，部分综合授信业务将使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下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融资期

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上述授信额度是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及总体发展计划初步预计的，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实际授信额度以银行最后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

循环使用。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拟向各家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列表 



 

序

号 
授信主体 银行名称 

申请授信额度 

（单位：万元） 

授信条件 

（抵押或担保） 

1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白云支行 

80,000 

以抵押物：自有资产粤（2016）广州

市不动产权第 04204143号、 

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4204144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1050096067 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1050096099 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1050096026 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1050096027 号以

及欧派集成、欧派卫浴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2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欧派集成”）  
25,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广州市欧派卫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派卫浴”） 
5,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天平架分

行 

80,000 

以抵押物：自有资产粤（2015）广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211314号、 

粤 （ 2015 ） 广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210972号、 

粤 （ 2015 ） 广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211311号 

5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白云支行 
100,000 

欧派集成以抵押物：粤（2016）广州

市不动产权第 08205725号提供抵押

担保 

7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白云支行 
20,000 纯信用 

8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

珠江新城

支行 

67,500 纯信用 

9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67,5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广州分行 

30,000 纯信用 

11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5,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广州分行 

80,000 纯信用 

13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2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 
100,000 纯信用 



 

序

号 
授信主体 银行名称 

申请授信额度 

（单位：万元） 

授信条件 

（抵押或担保） 

15 集团下属任意子公司 
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 

2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6 
江苏无锡欧派集成家居有限

公司 
15,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7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清远

分行 

40,000 纯信用 

18 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10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9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

广州分行 

5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纯信用 

21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广州分行 

50,000 纯信用 

22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3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3 广州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纯信用 

25 
江苏无锡欧派集成家居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城北支行 
8,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6 
江苏无锡欧派集成家居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

无锡惠山

支行 

8,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7 天津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东方红路

支行 

7,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8 天津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天津自由

贸易试验

区支行 

8,000 欧派集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以上银行

或 2020

年新增合

作银行 

200,000 

纯信用 

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资产抵押 

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合  计 1,351,000 /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银行申请授信审批权限授权情况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对于上述授信额度列表内的银行授信，授权董事长

姚良松先生或其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公司审核及签署相关融资合同等法律文件；同时授权公司财

务中心具体办理上述综合授信及贷款业务的相关手续。上述授权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