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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7-049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7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对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及被担保对象：公司及下属各级全资及控股公司 

预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无 

2017 年度预计担保总额度在人民币 171,000 万元范围内，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90.15%，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对外担保额度概述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海宜”）分别

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及 2017 年 5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公司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各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15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现结合公

司及各子公司本年度日常业务的资金需要及担保需求，公司拟对 2017 年度担保

额度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及各级全资和控股

公司的担保总额度由原来的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调整为不超过 171,000 万

元人民币，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21,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拟申请调整担保额度明细情况如下： 

 

序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调整前担 新增担保 调整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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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保额度 

（万元） 

额度 

（万元） 

保额度 

（万元） 

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45,000 1,000 46,000 

2 
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

公司 
95,000  95,000 

3 
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4 
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合计 150,000 21,000 171,000 

注：（1）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2）公司 2017 年度为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 46,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中，包

括经公司第五次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为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 35,000 万元用以易思博软件大厦的项目建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 

（3）根据经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2016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

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中对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担保额度授权范围，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签署关于为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

民币 1 亿元、额度期限为 1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合同。公司确认本次担保在 2017 年度公司对

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担保额度范围内，该项担保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2、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担保额度（含新增担保额度）的授权期限自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在前述担保额度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并允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定担保方

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在上述额度以外，

要求公司提供的担保需根据情况另行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额度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17年 7月 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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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额度调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 

成立时间：1997 年 01 月 01 日 

注册资本：68733.4808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信网络设备及配套软件、相关电子产品、安装线缆、电器机械

及器材、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设备、报警系统视频监控设备及其他安全技术防范

产品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电子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通信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协作、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电动汽车充电装置、低

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高低压电器元件及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

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安装、调试及其他售后服务；新能源汽车

的销售。 

新海宜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79,001,218.69 3,518,580,934.22 

负债总额 1,962,653,981.74 1,802,188,400.86 

净资产 1,716,347,236.95 1,716,392,533.36 

资产负债率 53.35% 51.22%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7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6,483,724.43 41,675,302.93 

利润总额 35,617,684.66 53,289.89 

净利润 34,342,559.38 45,296.41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第

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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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易软技术”）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深圳软件园二号楼 202A 室 

法定代表人：毛真福 

成立时间：2007 年 3 月 9 日 

注册资本：25,680.78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经

营进出口业务；自有物业租赁；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物业管理；为机动车提供

停放服务。 

深圳易软技术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5,998,710.58 1,063,705,777.42 

负债总额 444,714,015.26 424,700,444.24 

净资产 631,284,695.32 639,005,333.18 

资产负债率 41.33% 39.93%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7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1,486,936.34 103,286,330.06 

利润总额 2,133,551.38 9,083,103.37 

净利润 2,513,507.01 7,720,637.86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第

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3、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纳晶”）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3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 

成立时间：2008 年 04 月 28 日 

注册资本：13,631.22 万元 

经营范围：LED 技术研发；LED 外延片、芯片的生产、销售；LED 照明产

品的生产、销售、安装；自有房屋的租赁；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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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新纳晶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92.14%的股权，苏州工业园区

禾润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4.15%的股权，苏州纳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68%

的股权，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56%的股权，苏州工业园区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持有 0.47%的股权。 

新纳晶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74,509,467.90 1,216,008,385.06 

负债总额 699,938,540.83 741,779,837.99 

净资产 474,570,927.07 474,228,547.07 

资产负债率 59.59% 61.00%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7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2,051,198.45 53,044,486.03 

利润总额 -23,011,617.76 -342,380.00 

净利润 -23,254,211.28 -342,380.00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第

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4、苏州新海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宜电子技术”）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黄卫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网络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电子产品、通讯和通信

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安装、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设备

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6%的股权，苏州新海宜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新海宜电子技术 45%的股权。由于新海宜电子技术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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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五名董事成员，其中三名成员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海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委派，超过一半的数量，故将新海宜电子技术认定为公司控股孙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新海宜电子技术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2,565,361.48 515,836,196.03 

负债总额 494,027,328.68 391,324,747.31 

净资产 118,538,032.80 124,511,448.72 

资产负债率 80.65% 75.86%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7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1,646,153.91 85,384,615.39 

利润总额 52,623,250.75 7,503,625.85 

净利润 44,647,244.55 5,973,415.92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第

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以上担保额度是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要测算，并与相关银行和金

融单位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的确定以公司及各子公司实际发生

的融资活动为依据，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上述为公司及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均为信用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

额依据各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单位签署的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

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伴随着公司转型升级的进一步落实，公司及各子公司对资

金的需求相应增加。公司本次调整对公司及各级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

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助于公司进

一步开拓市场，解决发展业务所需资金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降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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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融资成本。同时，也能确保公司及各子公司未来获得更稳定的现金流，并取

得经营利润，最终实现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分享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因此，上述 2017 年度为公司及各级全资、控股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额

度的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 2017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对各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由原来的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调整为不超过

171,000 万元人民币，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新增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21,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系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增长对资金量需求增加而相应做出的调整，本次担保有

助于公司及各子公司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

发[2003]5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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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

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审议本次担保额度的事项时，审议程序

合规，表决结果有效。我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 2017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及各级控股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

总额为 150,000 万元人民币，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的 79.08%。 

2、截至 2017年 7月 1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101,381.50 

万元人民币，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 53.45%。

其中：公司实际为全资子公司深圳易软技术提供担保余额为 35,273.30 万元；公

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新纳晶提供担保余额为 64,108.20 万元；公司实际为控股孙

公司新海宜电子技术提供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 

3、本次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21,000 万元，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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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审议。前述新增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提

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171,000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的 90.15%。 

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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