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8-09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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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全资

子公司广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雅图”）拟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金额 3,000

万元，期限一年；拟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3,000

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决定对该两笔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欧电子”）拟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2,000 万元，期限一年。

公司决定对该笔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招通致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通致晟”）拟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1,800 万元，期限一年。

公司决定对该笔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海棠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棠”）拟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1,6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

决定对该笔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海棠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前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1,000 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和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该笔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同时本公司为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对深圳海棠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2、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担保及反担保事项已经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本次反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总部中心 2 号楼 1101、

1102房 

法定代表人： 靳荣伟 

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09月 24日 

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智能化安装

工程服务;广告业;地理信息加工处理;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测

绘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电力输送设施安装工程服务;软

件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 

中科雅图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79,822,163.74元；负债总额为 113,850,997.63元；净资产为 165,971,166.11

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202,360,566.43 元，利润总额为 52,703,224.23 元，净

利润为 53,385,616.28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06,928,616.20 元；负债总额为

125,530,677.93 元；净资产为 181,397,938.27 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81,889,454.56元，利润总额为 17,206,333.62元，净利润为 15,426,772.16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名称：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7 号 702、704  

法人代表：郭四清  

注册资本：40,786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5月 17 日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批发;机电设备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软件 



开发;仪器仪表修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电子、通信与自动 

控 制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进出口;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 控 商品除外）;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

软件批发;电子测量仪器制造;测绘服务。  

吉欧电子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97,141,148.20为元；负债总额为 60,163,737.67元；净资产为 236,977,410.53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10,112,141.03 元，利润总额为 36,203,477.64 元，

净利润为 31,317,255.59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24,327,206.27 元；负债总额为 

180,126,622.38 元；净资产为 344,200,583.89 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77,885,680.78 元，利润总额为 32,893,705.04 元，净利润为 28,803,773.3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名称：北京招通致晟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 2号 1幢 5层 50605  

    法定代表人：林伯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 3月 25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

件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及设施的

装配、集成、安置作业；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系统设计、施工、安装、维护（施工、

作业限外埠经营生产活动）；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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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通致晟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15,356,141.37元；负债总额为 205,966,963.07元；净资产为 109,389,178.30

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 176,527,352.24 元，利润总额为 24,840,222.54 元，净

利润为 23,037,596.72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50,636,899.32 元；负债总额为 



239,563,739.47 元；净资产为 111,073,159.85 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03,822,223.45元，利润总额为 1,483,167.06 元，净利润为 597,065.54 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名称：深圳海棠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产业园 15 栋 3

楼 

法人代表：郭信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16日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软件产品的

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的技术信息咨询；移动电话的研发、销售；其它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移动电话的生产。 

深圳海棠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74,657,924.55 元；负债总额为 42,420,457.92 元；净资产为 32,237,466.63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59,331,253.20 元，利润总额为 16,514,674.19 元，净

利润为 14,074,174.41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2,329,591.76 元；负债总额为 

54,006,572.54 万元；净资产为 48,323,019.22 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0,801,990.14元，利润总额为 18,375,076.97元，净利润为 15,860,952.59（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5、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 22楼 2201号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4月 1 日  

经营范围： 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展

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

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145,375,213.76 元；负债

总额为 415,506,255.26 元；净资产为 729,868,958.5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53,451,835.58 元，利润总额为 51,295,021.84 元，净利润为 30,863,984.73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762,516,839.87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402,586,899.66 元 ； 净 资 产 为 

1,359,929,940.21 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59,509,862 元，利润总额为

40,078,502.21元，净利润为 30,060,981.7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 

本公司对中科雅图、吉欧电子、招通致晟、深圳海棠申请的银行项目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2、反担保 

公司对担保公司为深圳海棠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反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审核认为： 

1、中科雅图、吉欧电子、招通致晟、深圳海棠此次申请融资贷款是该司开

展业务的经营需要，将为公司经营带来积极影响，本公司为其担保有利于子公司

的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2、中科雅图、吉欧电子、招通致晟、深圳海棠目前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

良好，不存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 

 3、此次提供担保的中科雅图、吉欧电子、招通致晟、深圳海棠是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4、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为深圳海棠银行授信事项提供担保的能力。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反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独立董事已发表书面同意意见，认为：  

担保公司为深圳海棠本次申请银行借款的担保方，担保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



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债务违约而出现经营风险。  

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反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次反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公司为银行授信的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公司对外担保及反担保金额共计 12,400 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后，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61,168 万元，占 2017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60%。无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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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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