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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19-9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及担保等 

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

禧科技”）全资子公司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禧”）拟向银行申请授

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苏州银禧上述业务提供担保。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代表公司审批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

后果和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授权期限一年。 苏州银禧拟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 拟申请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信用担保

金额 
担保期限 

苏州银禧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15,000 20,250 

以实际签订的担保

合同为准 

合    计  15,000 20,250 - 

此外，以上担保将以苏州银禧土地、房产（房产证号：苏房权证吴中字第 00458817

号、00458818 号、00458820 号、00458821 号、00458822 号、00458823 号、00458824

号、00458827号、00458830号），为抵押物，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为其授信进行担保。 

以上担保计划是苏州银禧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定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抵押

等具体事项以正式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公司 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223,077.29万元，2017年经审计总资产

为 343,413.34万元。本次公司拟新增的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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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净资产的 9.08%；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5.90%。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相关担保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进

行网络投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9月9日 

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河东工业园善丰路 

法定代表人：谭颂斌 

注册资本：30,38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改性塑料、塑料制品；国内贸易（不含国家专营专

供商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98.75%股权，公司子公司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持

有其1.25%股权。 

    苏州银禧科技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流动资产合计 28,561.63 33,978.98 

资产总额 52,228.99 58,587.27 

短期借款 13,000.00 20,836.09 

流动负债 22,656.75 29,503.40 

负债总额 22,656.75 29,503.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572.24 29,083.87 

营业收入 45,586.96 38,199.04 

净利润 282.75 -488.37  

资产负债率 43.38% 50.36% 

流动比率 1.26 1.15 

速动比率 1.02 0.94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2018年以来已审批的对子公司的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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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

保方 
拟申请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审批担保

金额 

实际担

保金额 
备注 

银禧

工程

塑料

（东

莞）

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8,000 8,000 0 

银行实际授信 8,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未发生

借款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5,000 5,000  4,000 

银行实际授信 4,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未到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 
4,000 4,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虎门支行 
20,000 20,000 20,000 

银行实际授信 20,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 13,000 13,000 

银行实际授信 10,000 万，

已签署 13,000 万担保合

同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7,000 7,000 0 

银行授信审批流程已完

成，尚未签署担保合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10,000 10,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

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道窖支行 
7,000 7,000 7.000 

银行实际授信 7,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东莞分行 

4,000 4,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苏州

银禧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5,000 5,000 5,000 

银行实际授信 5,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5,000 5,000 5,000 

银行实际授信 5,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7,000 7,000 6,750 

银行实际授信 5,000 万，

已签署 6,750 万担保合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000 3,000 0 

银行授信审批流程已完

成，尚未签署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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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 吴支行 

3,000 3,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 吴中支行 

3,000 3,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吴中支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3,000 3,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银禧

光电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3,000 3,000 1,000 

银行实际授信 1,000 万，

已签署担保合同 

兴科

电子

科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安支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未到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 
3,000 3,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5,000 5,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 
2,000 2,000 0 授信尚在审批中 

合计  157,000 160,000 54,757  

注：本表格中银禧光电指东莞市银禧光电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表格中兴科电子科技指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担保金额指按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18年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担保议

案额度计算，截至本公告日已经签署的担保合同的金额。 

（二）公司目前尚处于有效期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日，公司仅存在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日，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仍在执行的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1.对银禧工塑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 

2.对银禧工塑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20,000万元授信提

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 

3.对银禧工塑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0万元授信提供担保，实

际担保金额为13,000万元人民币； 

4.对苏州银禧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

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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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苏州银禧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7,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

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6,750万元人民币； 

6.对银禧光电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3,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7.对银禧工塑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4,000万元授信提供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 

8.对银禧工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申请7,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

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人民币； 

9.对银禧工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10.对苏州银禧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

授信提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11.对苏州银禧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

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12.对苏州银禧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申请3,000万元人民币授信

提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 

13.对兴科电子科技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6,000万授信提供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人民币； 

14.对兴科电子科技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4,200万授信提供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4,2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88,950万元，本次拟新增担保总

额为20,250万元。本次公司拟新增的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9.08%；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总资产的5.90%。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括尚处于有

效期的担保及本次新增担保）为109,200万元，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48.95%，占

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31.80%。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苏州银禧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经营发展资金

需求，公司同意为为其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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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禧信誉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

约而承担担保责任。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而且经营稳定。此次担保

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苏州银禧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未有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后，对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

下意见： 

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决定控制权，为苏州银禧

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提供担保，可解决苏州银禧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提高其市场竞

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的内容、审议程序均符合相关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公司为苏州银禧向银行申请贷

款额度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银禧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银禧科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银禧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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