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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 2018-018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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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对象：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 

● 本次担保预计总额最高不超过621,615.00万元，截止2018年3月31日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合计为11.55亿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各控股子公司（本公告中所述“子公司”均包括“二级子公司”）2018

年度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8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对子公司借款提

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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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拟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如下额度的担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金融机构 预计额度 

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

有限公司 
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朝阳支行 12,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8,000.00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5,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

分行 
6,000.0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小计 110,000.00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朝阳支行 16,000.00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3,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5,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000.00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

分行 
15,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10,000.0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0,000.00 

小计 175,000.00 

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发展

有限公司 
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4,8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000.00 

小计 9,800.00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

司 
100% 

招商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 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 6,000.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 13,000.00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8,1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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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西部新城支行 4,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支行 5,715.0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00.00 

小计 56,815.00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

限公司 
100% 

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 10,000.00 

宁波银行丰台支行 5,000.00 

南京银行北京分行 6,000.00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 

紫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00.00 

小计 71,000.00 

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100% 

光大银行金阊支行 2,000.00 

南京银行苏州分行 5,000.00 

小计 7,000.00 

方正国际大数据（北京）

有限公司 
100%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小计 20,000.00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

司 
100% 

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0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5,000.00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000.00 

君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000.00 

华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 

小计 95,000.00 

苏州方正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3,000.00 

工商银行苏州园区支行 8,000.00 

民生银行苏州木渎支行 2,000.00 

浦发银行苏州吴中支行 2,000.00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2,000.00 

中国建行苏州分行 4,000.00 

小计 21,000.00 

方正科技集团苏州制造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6,000.00 

小计 6,000.0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或

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100% 

未确定 50,000.00 

小计 50,000.00 

总计 621,615.00 

 

上表所列担保额度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将提请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

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在该等额度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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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成本等综合因素向上述金融机构有选择地申请贷款，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

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珠海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包括零售、批发）自产的多层印刷电路板、柔性线

路板，开发高技术电子、通讯等印刷电路板应用的产品，提供多层印刷电路板的

电脑设计、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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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48,092,943.57 

资产净额 1,224,014,794.54 

营业收入 622,976,339.82 

净利润 16,473,610.65 

负债总额 524,078,149.03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42,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21,618,149.3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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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珠海 

法定代表人：胡永栓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双面、多层刚性和柔性电路板（包含与集成芯

片配套的测试板）、高密度互联印刷电路板；机械电子仪器、数码电子产品的技

术咨询服务；PCB 材料的批发与零售（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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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60,572,876.01 

资产净额 1,592,111,553.85 

营业收入 1,378,758,978.98 

净利润 136,676,562.73 

负债总额 1,068,461,322.16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39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51,951,592.21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珠海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各种电路板及零配件；电路板的研发；项目投资；

其他商业批发、零售及社会经济信息咨询（以上不含许可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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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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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56,302,185.10 

资产净额 5,834,684.26 

营业收入 1,607,766,650.81 

净利润 -32,911,971.68 

负债总额 1,050,467,500.84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050,467,500.84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4、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胡永栓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双面、多层刚性和柔性印刷电路板、高密度互

联印刷电路板、刚柔结合印刷电路板、柔性电路板材料、电子计算机配件、数码

电子产品的配件制造；机械电子仪器、数码电子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批经营的，须办理相应许可、审批经营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57,415,632.41 

资产净额 660,602,727.70 

营业收入 635,305,307.37 

净利润 21,031,8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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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96,812,904.71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7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95,462,904.71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5、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产品、自行

开发的产品；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09,883,048.32 

资产净额 314,297,087.17 

营业收入 1,012,370,369.75 

净利润 -37,828,477.85 

负债总额 2,195,585,961.15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15,389,703.43 

流动负债总额 2,124,594,997.29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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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刘建 

法定代表人：苏州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集成；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销售

本公司研发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从事计算机软件、硬件级外部设备、机电一

体化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监控设备租赁；承接各类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安

装建设工程；智能候车亭建设安装工程；电子站牌建设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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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1,181,870.54 

资产净额 122,042,082.23 

营业收入 31,142,546.99 

净利润 -140,977,868.56 

负债总额 489,139,788.31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5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89,139,788.31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方正国际大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 

法定代表人：吴建英 

经营范围：数据处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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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1,932,526.26 

资产净额 -21,393,410.45 

营业收入 22,517,927.73 

净利润 -59,919,419.79 

负债总额 153,325,936.71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53,325,936.71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有线电视站、共用

天线设计、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销售自行开发后

的产品、电子元器件、文化用品、体育用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88,917,991.97 

资产净额 394,546,578.95 



10 

 

营业收入 742,077,385.42 

净利润 -159,714,139.79 

负债总额 2,294,371,413.02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661,069,230.65 

流动负债总额 1,709,977,020.2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苏州方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苏州 

法定代表人：侯郁波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机电产品、通信

设备的销售及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计算机软件的生产；投资管理及咨询；自有房屋出租；酒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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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1,585,005.24  

资产净额 182,926,913.35  

营业收入 4,163,062.57  

净利润 473,859.63  

负债总额 258,658,091.89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39,425,409.61 

流动负债总额 258,658,0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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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方正科技集团苏州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苏州 

法定代表人：侯郁波 

经营范围：计算机、打印机、数码相机、税控收款机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包装设计、平面设计、

机械设计、技术检测、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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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52,307,485.40 
 

资产净额 103,907,392.55 

营业收入 18,566,323.06 

净利润 -4,644,411.81 

负债总额 348,400,092.85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6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3,900,092.8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上述担保协议，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

额度，该额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

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在担保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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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

意，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签约时间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

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控制情况，认为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

的能力，因此同意上述预计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该项担保是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及现有的担保情况，在对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现金流量情况以及投资需要合理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的，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产生影响，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制范围之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

提交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1.55 亿元，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37.68%，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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