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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人本着对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核查，现就相关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截止2020年12月31日，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2、对外担保情况

（1）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没有发生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

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2）报告期内，经201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合计1,38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对子公司西安金创承接业务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担保；对子公司新加坡金螳螂向境内外银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子公司实际累计担保余额为549,478.7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32.31%。其中，公司为精装科技提供担保额为53,550万元，为金螳螂景观提供担保额为34,000万元，为金螳

螂幕墙提供担保额为185,400万元， 为美瑞德提供担保额为220,000万元， 为金螳螂供应链提供担保额为29,

000万元，为新加坡金螳螂提供担保额为20,528.70万元，为集加材料提供担保额为6,000万元，为金螳螂华东

提供担保额为1,000万元。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没有其他对外担保。

二、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如下意

见：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对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

下意见：

公司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当前公司经营实际情况的需要。公司内控制度得到了有力执行，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和

企业管理的健康发展。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编制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完整、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四、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人本着对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

况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核查，现就相关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为子公司向境内外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以及为

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是根据子公司经营目标及业务需求开展的， 可以帮助子公司在竞争中更具竞争

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上述子公司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统筹管理，减少

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40亿元的票据池额度，即用于与所有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

务的质押、抵押的票据累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查阅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对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可以增强公司持有的金融

资产流动性，可及时变现回笼资金投入新的项目，提高持有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10亿元的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额度，即用于与所有合作金融

机构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障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等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累计即期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60亿的自有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有利于丰富投资渠道，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书面认可和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在事前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在会前签署了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认

可：

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及

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的定价按照市场交易原

则公平、公开、公正、合理地协商确定交易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查阅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签

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是根据市场化原则协商订立，协议定价公允。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金额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发展需要基本符合，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书面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在事前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在会前签署了对该事项的书面认

可

公司就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提供审计服务与我们进行了事前沟

通，经了解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执业情况，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对于规范

公司财务运作，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恪尽职守，遵循诚信、客观、公正

的、独立的执业准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将《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

业素养，在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对于规范公司的财务运作，起到了积极的

建设性作用。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

立审计意见。因此，我们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查阅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整体津贴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议的独立董事津

贴符合目前的市场水平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比较切实、公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十二、关于公司根据财政部规定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查阅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根据财政部规

定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十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查阅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根据《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201.50万股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俞雪华、万解秋、赵增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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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的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决议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合计担保总额不超过136亿元人民币， 即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审议的担保额

度，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上述担保的申请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担保的担

保期限和担保方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为准。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美瑞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简称“美瑞德” ）

美瑞德成立于1998年11月，住所为苏州市吉庆街121号，法定代表人朱兴泉，注册资本13,700万元，本公

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承接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并提供相关的咨询服

务；承接各类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及施工；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和水电安装工程的制作、安装

及施工；承接金属门窗工程的制作、安装及施工；木制品制作；建筑石材加工；承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

计、施工；承接消防工程的设计、施工；钢结构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安装；承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的

施工；承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承接园林古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承接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艺术

品的设计、施工；软装配饰设计、施工；环境导视系统工程；销售：建筑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BIM技术咨询、BIM技术开发及应用。

（2）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幕墙” ）

金螳螂幕墙成立于2003年7月，住所为苏州吴中区临湖镇渡村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严福海，注册资本30,

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建筑幕墙、门窗、钢结构件、轻钢结构件的设计、生产、销售

及安装；采光顶、金属屋面的设计、销售及安装；建材销售；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与安装；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简称“精装科技” ）

精装科技成立于2010年4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民生路5号，法定代表人汪建垚，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螳螂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建筑装修

工程技术开发；承接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及设计；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建

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承接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施工；承接金属门窗工程的施工；承接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的安装；承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承接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民用、公用建筑工

程设计；承接钢结构工程施工；承接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服

务、网络技术咨询、网络工程；市场调研、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婚庆服务、清洁服务；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家具、家纺家饰、装饰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电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

设备、酒店设备、暖通设备、净水设备。

（4）金螳螂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装配科技” ）

金螳螂装配科技成立于2015年9月， 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89号， 法定代表人陈学绍， 注册资本

27000万元，本公司持有70%股权。主营业务为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土石方

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地板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建筑陶瓷制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家具

安装和维修服务；家具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音响设备销售。

（5）苏州金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景观” ）

金螳螂景观成立于2009年9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民生路5号，法定代表人张军，注册资本10,000万元，本

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园林古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承接

市政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工程设计；环境检测服务、测绘服务、工程管理咨询、城乡规划咨询。

（6）金螳螂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供应链” ）

金螳螂供应链成立于2015年11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89号，法定代表人为陈晓峰，注册资本为

5000万人民币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螳螂家装电子商务（苏州）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主营业务为供

应链管理及咨询、供应链软件研发、物流信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室内外装饰材料、陶瓷制品、卫生洁具、

家具、家纺用品、室内外装饰用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电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设备、酒店设备、机械设

备、体育用品、工艺礼品、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玩具、服装服饰、鞋帽、针纺

织品、文化用品，从事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承接：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婚庆服务、

保洁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经济贸易咨询、摄影服务、翻译服务、婚介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图文设计制作、汽车租赁服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

（7）苏州金螳螂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艺术发展” ）

金螳螂艺术发展成立于2016年7月， 住所为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孙武路2993号文创中心一号楼 ，

法定代表人为张为，注册资本为5,000万人民币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文化活动服务；陈

设艺术设计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文化艺术咨询与设计；文艺创作与表演；室内软

装工程设计与施工；浮雕、雕塑、壁画的设计、制作与安装；家居饰品与配件（含家具、窗帘布艺、地毯、灯具）

的设计与销售；环境导视系统、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开发与制作；标识标牌设计、制作与施工；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设计咨询、设计与施工；环境景观工程艺术咨询、设计与施工；城市公共艺术设施设计、开发与制作；

市政公共设施工程施工；工艺绘画；书画装裱；工艺品及其包装的研发、设计、制作、销售与租赁；发布国内各

类广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新加坡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简称“新加坡金螳螂” ）

新加坡金螳螂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注册资本为1美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

承接各类室内外装饰设计、幕墙设计及建筑设计；承接各类室内装饰工程、各类幕墙工程及机电安装工程。

（9）HBA� HOLDINGS� PTE.LTD.（简称“HBA” ）

HBA�成立于2018年9月年，注册地在新加坡，注册资本25,177.44万美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金螳

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持有其86.62%股权。主营业务为其他控股公司。

（10）苏州集加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集加材料” ）

集加材料成立于2016年5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89号，法定代表人王爱民，注册资本5000万人

民币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研发、销售：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幕墙材料、景观材料、

木材及木制品、石材、钢材、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家具、家纺家饰、装饰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电

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设备、酒店设备、暖通设备、净水设备、照明设备、自动门、墙壁开关、棉纺织品、酒店

宾馆用品、皮革制品、花木盆景、纸制品、五金交电、水暖器材、制冷设备、工艺品、电线电缆并从事上述商品

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货运代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不含冷库）、人力搬运装卸服

务。

（11）苏州美瑞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简称“美瑞德建材” ）

美瑞德建材成立于2017年7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89号，法定代表人朱兴泉，注册资本1000万

人民币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美瑞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研发、销售: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木材及木制品、石材、钢材、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家具、家纺、饰品、家用电器、日用百

货、电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设备、酒店设备、暖通设备、净水设备、照明设备、自动门、墙壁开关、棉纺织品、

酒店用品、皮革制品、花木盆景、纸制品、五金交电、水暖器材、制冷设备、消防器材、工艺品、电线电缆;从事

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货运代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不含冷库)、人力搬运装

卸服务。

（12）苏州金螳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建投” ）

金螳螂建投成立于2014年10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89号，法定代表人为罗战平，注册资本为50,

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建筑装饰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建设绿化工

程、水利工程、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自动化工程、通信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及设计；物联网系统

开发与集成，计算机智能设备研发及销售、智能建筑系统的开发与集成、电子产品销售及开发、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组织策划、旅游信息咨询、旅游项目开发、城市规划与设计；物业管理、投资咨询。

（13）金螳螂市政工程建设（贵州）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市政” ）

金螳螂市政成立于2017年9月，住所为贵州省都匀市马鞍山安置房B区1栋三层，法定代表人为赵一凡，

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土石方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的施工；管道、

建筑智能化设备、城市照明设备、机电设备、消防设备的安装；劳务分包。

（14）苏州土木文化中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简称“土木文化设计” ）

土木文化设计成立于2006年5月，住所为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南天成路12号土木同润大厦9楼，法定

代表人为钱铖，注册资本为300万人民币元，本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鲁祖统持有其7.575%的股权，林森持

有其7.575%的股权，沈文伟持有其7.425%的股权，陈必荣持有其7.425%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建筑工程及景观

规划、设计；装饰装潢设计，岩土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销售

建筑材料。

（15）金螳螂华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华东” ）

金螳螂华东成立于2018年6月， 住所为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南天成路88号天成信息大厦601-A48室，

法定代表人王汉林，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承接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项目；承接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环境导视系统的设计、施工；承接建筑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幕墙工程、门窗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消防工程、钢结构工程、照明工程；销售：

建筑材料；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16）斯里兰卡：峰峦金螳螂合资有限公司（简称“斯里兰卡金螳螂” ）

斯里兰卡金螳螂成立于2016年11月，注册资本为1,000斯里兰卡卢比。斯里兰卡金螳螂共有董事5名，公司派

驻3名董事，并由公司合并其报表。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峰峦建筑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主营业务

为承接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承接各类型建筑幕墙工

程的设计、安装及施工；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承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承

接金属门窗工程的加工和施工。

（17）金螳螂（国际）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国际” ）

金螳螂（国际）成立于2013年9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港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承

接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承接各类型建筑幕墙工程的

设计、安装及施工；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承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承接金

属门窗工程的加工和施工。

（18）金螳螂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金螳螂国际发展” ）

金螳螂国际发展成立于2016年9月，注册资本为50万新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螳螂（国际）持有其

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承接项目室内装修及后期延伸施工总承包，承接建筑材料、加工成品贸易。

（19）Gold� Mantis� HK�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Limited（简称“香港金螳螂” ）

香港金螳螂成立于2017年11月，注册资本10000港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螳螂（国际）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承接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建筑装饰设计咨

询、服务，承接各类型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施工；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承接城

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承接金属门窗工程的加工和施工。

（20）金螳螂（菲律宾）建筑有限公司（简称“菲律宾金螳螂” ）

菲律宾金螳螂成立于2018年6月，注册资本22.05万美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螳螂（国际）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内装，安装，智能化，材料进出口，幕墙。

（21）金螳螂（越南）建筑有限公司（简称“越南金螳螂” ）

越南金螳螂成立于2017年5月，注册资本为68.1亿越南盾，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螳螂（国际）持有其

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室内设计；相关建筑业务与技术服务；房屋建造；水暖；其他建筑业务，智能化等；室

内装饰；其他专项。

（22）苏州工业园区金德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金德金” ）

金德金成立于2017年10月，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民生路5号，法定代表人夏婷，注册资本10,080万人民币

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营业务为承接: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2020年度（已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12-31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美瑞德 591,007.45 445,235.38 145,772.07 464,989.06 23,608.50

2 金螳螂幕墙 255,088.90 162,714.73 92,374.17 164,014.56 2,156.54

3 精装科技 213,051.37 155,616.96 57,434.41 246,228.84 17,133.95

4 金螳螂装配科技 223,015.53 197,315.58 25,699.95 280,872.26 -1,340.11

5 金螳螂景观 228,760.17 165,758.46 63,001.71 106,126.43 11,427.74

6 金螳螂供应链 33,043.92 32,339.39 704.52 26,041.42 -949.63

7 金螳螂艺术发展 12,987.89 8,722.42 4,265.47 10,429.41 1,068.94

8 新加坡金螳螂 124,873.89 58,453.95 66,419.94 80,382.78 8,285.02

9 HBA 85,742.38 38,812.72 46,929.67 80,382.78 8,820.22

10 集加材料 49,975.62 47,034.83 2,940.79 108,491.80 583.55

11 美瑞德建材 1,711.51 1,445.81 265.70 8,258.97 97.96

12 金螳螂建投 51,692.24 246.30 51,445.93 0.00 -296.86

13 金螳螂市政 61,072.35 42,774.89 18,297.46 26,616.91 967.34

14 土木文化设计 1,483.22 816.40 666.83 2,174.13 123.34

15 金螳螂华东 3,461.00 3,258.13 202.87 7,500.90 -162.31

16 斯里兰卡金螳螂 1,382.30 1,273.74 108.56 61.53 50.77

17 金螳螂国际 40,593.63 10,606.34 29,987.29 19,847.10 4,999.25

18 金螳螂国际发展 1,238.13 117.05 1,121.08 1,040.30 510.04

19 香港金螳螂 10,173.90 9,059.84 1,114.06 9,404.23 907.55

20 菲律宾金螳螂 3,869.42 2,472.69 1,396.74 1,321.78 475.00

21 越南金螳螂 4,914.32 3,266.66 1,647.66 2,071.78 428.50

22 金德金 13,580.30 3,401.78 10,178.52 8,990.83 96.61

(2)2021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

2021-3-31 2021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美瑞德 532,645.64 380,769.88 151,875.76 94,967.97 6,103.69

2 金螳螂幕墙 231,346.47 138,872.97 92,473.50 27,144.70 99.33

3 精装科技 239,450.94 180,689.48 58,761.46 22,064.23 1,327.05

4 金螳螂装配科技 239,906.85 181,191.20 58,715.65 25,002.94 25,753.36

5 金螳螂景观 203,676.37 139,687.91 63,988.46 16,572.30 986.75

6 金螳螂供应链 19,054.32 18,250.35 803.96 4,009.74 99.44

7 金螳螂艺术发展 12,628.29 8,165.24 4,463.05 2,324.87 197.58

8 新加坡金螳螂 112,592.62 44,352.71 68,239.91 17,391.06 935.78

9 HBA 73,257.49 24,572.10 48,685.39 17,391.06 1,009.95

10 集加材料 116,029.81 113,063.77 2,966.04 22,259.11 25.25

11 美瑞德建材 3,348.57 3,034.76 313.80 5,504.19 48.10

12 金螳螂建投 51,474.30 73.12 51,401.18 0.00 -44.75

13 金螳螂市政 55,106.64 36,793.16 18,313.48 89.75 16.02

14 土木文化设计 1,735.09 995.59 739.50 799.22 72.67

15 金螳螂华东 2,899.95 2,541.02 358.93 254.56 156.06

16 斯里兰卡金螳螂 1,333.15 1,195.15 138.01 0.00 37.34

17 金螳螂国际 40,026.19 10,067.82 29,958.36 3,285.68 209.74

18 金螳螂国际发展 1,389.04 158.73 1,230.31 275.98 142.63

19 香港金螳螂 10,701.64 9,463.40 1,238.25 976.95 119.33

20 菲律宾金螳螂 3,852.51 2,466.03 1,386.49 0.00 -7.00

21 越南金螳螂 3,755.52 2,355.30 1,400.22 0.00 7.64

22 金德金 13,552.58 3,293.71 10,258.86 2,179.82 80.34

3、本次担保情况的预计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经审计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审议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美瑞德 直接100% 75.33% 220,000 420,000 24.69% 否

金螳螂幕墙 直接100% 63.79% 185,400 320,000 18.81% 否

精装科技 间接100% 73.04% 53,550 100,000 5.88% 否

金螳螂装配科技 直接70% 88.48% 0 10,000 0.59% 否

金螳螂景观 直接100% 72.46% 34,000 150,000 8.82% 否

金螳螂供应链 间接100% 97.87% 29,000 30,000 1.76% 否

金螳螂艺术发展 直接100% 67.16% 0 10,000 0.59% 否

新加坡金螳螂 直接100% 46.81% 20,528.70 50,000 2.94% 否

HBA 间接86.62% 45.27% 0 10,000 0.59% 否

集加材料 直接100% 94.12% 6,000 50,000 2.94% 否

美瑞德建材 间接100% 84.48% 0 20,000 1.18% 否

金螳螂建投 直接100% 0.48% 0 10,000 0.59% 否

金螳螂市政 直接100% 70.04% 0 50,000 2.94% 否

土木文化设计 直接70% 55.04% 0 10,000 0.59% 否

金螳螂华东 直接100% 94.14% 1,000 10,000 0.59% 否

斯里兰卡金螳螂 直接50% 92.15% 0 10,000 0.59% 否

金螳螂国际 直接100% 26.13% 0 20,000 1.18% 否

金螳螂国际发展 间接100% 9.45% 0 20,000 1.18% 否

香港金螳螂 间接100% 89.05% 0 20,000 1.18% 否

菲律宾金螳螂 间接100% 63.90% 0 10,000 0.59% 否

越南金螳螂 间接100% 66.47% 0 10,000 0.59% 否

金德金 直接100% 25.05% 0 20,000 1.18% 否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审议的预计担保总额度内，含有经历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但尚未履行完毕

的担保余额。

经查询，以上被担保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类型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包括融资性担保与非融资性担保。融资性担保主要包括公司为境内外子公司

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融资业务等提供的担保。 非融资性担保指不直接与货币资金有关的经济担保活动，

主要包括项目履约等业务的担保等。

2、被担保公司及额度

担保方：公司

被担保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公司拟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合计担保总额不超过136亿元人民币，即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

超过审议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该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79.96%，占公

司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30.22%。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担保期限：上述担保的申请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担保

方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为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实施相关业务，授权公

司董事长签署担保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是根据子公司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 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保证各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上述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上述子公司经

营正常，资信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授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少数股东未提供反担保。

同时，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

运行情况，降低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全部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13,000

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31.40%。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累计担保余额合计549,478.7

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2.31%，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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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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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西安市高新区金创商业运营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苏州金螳螂建

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的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决议同意为西安市高新区金创商业运营管理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西安金创” ）所签订的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对西安金创不履行合同义务行为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3亿元，即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审议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

内可滚动使用。上述担保的申请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担保方

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为准。 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

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西安金创成立于2017年8月，住所为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二路9号庆安园区2号楼10203室，法定代

表人金岗，注册资本为6506.17万人民币元，本公司持股90%股权。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基础设施项目设计、

建设及维护。

2、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经审计） 2021-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746.01 38,922.33

负债总额 32,629.38 31,645.22

净资产 7,116.64 7,277.12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73.70 1,037.51

净利润 423.70 160.48

西安金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本次担保情况的预计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经审计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审议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西安金创 直接90% 82.09% 0 3,000 0.18% 否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对西安金创所签订的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对西安金创不履行合同义务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3亿元，即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审议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

用。上述担保的申请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担保方式以公司与

银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为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实施相关业务，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

担保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对西安金创提供担保是根据其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

成本，保证西安金创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西安金创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西安金创经营正常，资信良

好，公司为其提供授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少数股东未提供反担保。同时，公司将通

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降低

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全部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13,000

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31.40%。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累计担保余额合计549,478.7

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2.31%，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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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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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新加坡金螳螂内保外贷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的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新加坡金螳螂内保外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SINGAPORE� � GOLD��

MANTIS� � PTE. � LTD.（新加坡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拟向境内外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贷

款，公司拟向新加坡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该部分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即单日

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审议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该事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加坡金螳螂简介

新加坡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注册资本为1美元，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主

营业务为承接各类室内外装饰设计、幕墙设计及建筑设计；承接各类室内装饰工程、各类幕墙工程及机电安

装工程。

2、新加坡金螳螂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经审计） 2021-3-31（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4,873.89 112,592.62

负债总额 58,453.95 44,352.71

净资产 66,419.94 68,239.91

项目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第一季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80,382.78 17,391.06

净利润 8,285.02 935.78

新加坡金螳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本次担保情况的预计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经审计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审议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新加坡金螳螂 直接100% 46.81% 20,528.70 50,000 2.94% 否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公司拟向境内外银行申请内保外贷业务。鉴于全资子公司

SINGAPORE� � GOLD� � MANTIS� � PTE.� LTD.（新加坡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拟向境内外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贷款，公司拟向新加坡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该部分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5亿元，即单日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审议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上述担保的申请

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 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担保方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担保

协议为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实施相关业务，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对新加坡金螳螂提供担保是根据新加坡金螳螂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有利于提高融资

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保证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新加坡金螳螂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新加坡金螳螂经营正

常，资信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授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

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降低担保风险。本次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全部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13,000

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31.40%。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累计担保余额合计549,478.7

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2.31%，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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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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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决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开展合计即期余额不超

过40亿元的票据池业务。该事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一、票据池业务情况概述

1、业务概述

票据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企业客户对所持有的商业汇票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求，向企

业提供的集票据托管和托收、票据质押池融资、票据贴现、票据代理查询、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票据综

合管理服务。

2、合作银行

拟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合作银行为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具体合作银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长根据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票据池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

3、业务期限

上述票据池业务的开展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

4、实施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40亿元的票据池额度，即用于与所有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质押、抵押

的票据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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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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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为票据池的建立和使用可采用最高额质押、一般质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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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根据

公司和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目的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在收取工程款过程中，由于使用票据结算的客户增加，公司结算收取大量的

商业汇票。同时，公司与供应商合作也经常采用开具商业汇票的方式结算。

1、收到商业汇票后，公司可以通过票据池业务将应收票据统一存入协议银行进行集中管理，由银行代

为办理保管、托收等业务，可以减少公司对商业汇票管理的成本；

2、公司可以利用票据池尚未到期的存量商业汇票作质押开据不超过质押金额的商业汇票，用于支付供

应商货款等经营发生的款项，有利于减少货币资金占用，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

化。

3、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

构，提高资金利用率。

三、票据池业务的风险与风险控制

1、流动性风险

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需在合作银行开立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专项保证金账户，作为票据池项下质押

票据到期托收回款的入账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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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银行申请开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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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通过用新收票据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除这一影响，资金流动性风险可控。

2、担保风险

公司以进入票据池的票据作质押，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商业汇票用于支付付供应商货款等经营发生的

款项，随着质押票据的到期，办理托收解付，若票据到期不能正常托收，所质押担保的票据额度不足，导致合

作银行要求公司追加担保。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后，公司将安排专人与合作银行对接，建立票据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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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选择合格的商业银行、确定公司和子公司可以使用的票据池具体额度、担保物及担保形式、金额等；

2、 授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票据池业务。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票据池业务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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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部门负责对票据池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票据池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统筹管理，减少

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40亿元的票据池额度，即用于与所有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

务的质押、抵押的票据累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开展票据池业务，能够提高公司票据资产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开

展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40亿元的票据池业务。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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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螳螂”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决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

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

亿元，保理业务申请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

为准。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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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

项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一、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1、业务概述

公司作为提供服务方将因向客户提供建筑装饰服务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

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该机构根据受让合格的应收账款向公司支付保理款。

2、合作机构

公司拟开展保理业务的合作机构为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具体合

作机构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合作关系及综合资金成本、融资期限、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

合作机构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

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3、业务期限：保理业务申请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

同约定期限为准。

4、保理融资金额：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5、保理方式：应收账款债权有追索权或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6、保理融资利息：根据市场费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主要责任及说明

1、开展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公司应继续履行服务合同项下的其他所有义务，并对有追索权保

理业务融资对应的应收账款承担偿还责任， 保理业务相关机构若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收到应收账款、融

资利息，则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公司追索未偿融资款以及由于公司的原因产生的罚息等。

2、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保理业务相关机构若在约定的期限内未收到或未足额收到应收账

款，保理业务相关机构无权向公司追索未偿融资款及相应利息。

三、开展保理业务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将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

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本次办理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

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四、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选择合格的保理业务相关机构、确定公司和子公司可以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具体额度等；

2、授权公司财务部门组织实施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应收账款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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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部门负责对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

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本次公司办理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将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

现金流状况。本次办理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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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决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金融机构开展合计

即期余额不超过10亿元的金融资产转让、金融资产回购及带回购义务的金融资产转让业务。该事项须提交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一、业务情况概述

1、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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