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6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为 99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本公司经营业务的不断发展，保证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贸易融资业务、票据业务及资金业务的正常开
展，在与有关金融机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
信的原则达成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汕头长平支行分别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
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
示器（二厂）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核定
授信融资额度如下表：
中国银
行授信
借款企业名称

融资额
度（万
元）

交通银行
授信融资
额度（万

合计

担保方式

元）

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

15,000

--

15,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

22,000

6,000

28,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

10,000

--

10,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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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超声显示器（二厂）有限公司

15,000

6,000

21,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汕头超声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

25,000

--

25,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7,000

12,000

99,000

总

计

本公司拟同意为上述各子公司在授信融资总金额内（详见上表）与
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授信额度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在合同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并允许上述额度可在公司各下属控
股子公司之间有条件调剂使用。
由于本笔担保占公司 2018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9.88％，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该笔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决议有效期三年。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是本公司控股（75%）子公司，成立时间：1985
年 3 月；注册地点：汕头市；法定代表人：许统广；经营范围：生产双
面及多层印制板、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封装载板；注册资本：2250 万
美元；该公司外方股东系香港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参股 25%），不属
于本公司关联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64,259.30 万元；
负债总额：27,787.45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11,117.92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20,774.62 万元）；资产负债率：43.24％；净资产 36,471.85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 万元；盈利情况：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04,007.61 万元，利润总额 8,344.99 万元，净利润 7,390.49 万元；
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的情形。
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75%）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5 月；注册地点：汕头市；法定代表人：许统广；
经营范围：生产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封装载板；注册资本：7152 万美
元；该公司外方股东系香港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参股 25%），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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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关联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143,564.97 万元；
负债总额：62,317.62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13,981.12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62,304.18 万元）；资产负债率：43.41％；净资产 81,247.35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 万元；盈利情况：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48,959.35 万元，利润总额 18,853.78 万元，净利润 16,655.54 万元；
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的情形。
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75%）子公司，成立时间：
1991 年 10 月；注册地点：汕头市；法定代表人：许统广；经营范围：
生产及销售各类液晶显示器及模块、触摸屏产品、平板显示屏及模块；
注册资本：1110 万美元；该公司外方股东系香港明骏有限公司（参股
25%），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7,491.91 万元；负债总额：7,885.71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2,200.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7,865.13 万元）；资产负债率：45.08％；净资产 9,606.20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 万元；盈利情况：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6,449.14 万元，利润总额 303.43 万元，净利润 265.32 万元；
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的情形。
汕头超声显示器（二厂）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75%）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6 月；注册地点：汕头市；法定代表人：许统广；
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各类液晶显示器及模块、触摸屏产品、平板显示
器及模块；注册资本：2120 万美元；该公司外方股东系香港朗杰国际
有限公司（参股 25%），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49,888.90 万元；负债总额：26,489.98 万元（其中贷款总
额 8,172.64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6,307.36 万元）；资产负债率：
53.10％；净资产 23,398.92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 万元；盈利情
况：
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14.73 万元，利润总额 1,5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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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1,437.85 万元；汕头超声显示器（二厂）有限公司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的情形。
汕头超声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时间：
2012 年 1 月；注册地点：汕头市；法定代表人：许统广；经营范围：
生产及销售液晶显示器及模块、触摸屏产品、平板显示器及模块；注册
资本：594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97,592.37 万元；
负债总额：38,077.59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6,774.76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36,122.20 万元）；资产负债率：39.02％；净资产 59,514.78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金额：0 万元；盈利情况：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88,000.17 万元，利润总额 4,197.83 万元，净利润 3,561.29 万元；
汕头超声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的情形。
3、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均是本公司下属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
强、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其日常生产经营周转资金需求，一直主要由
相关金融机构提供，短期借款采用还旧借新或借新还旧的形式周转使
用，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各个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资金需要的实际情况灵活使用，以减少短期借款余额，节约资金成本。
本次担保对象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
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二厂）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 75%）子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由于外方股东香港
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参股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持 25%股权）、香港
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参股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持 25%
股权）、香港明骏有限公司（参股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持 25%
股权）、香港朗杰国际有限公司（参股汕头超声显示器（二厂）有限公
司，持 25%股权）直接提供担保手续较为繁琐，且银行不认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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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由本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外方股东均未按参股比例提供直接担
保。但外方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 25%的股权出质给本公司作为本次授
信融资额度的反担保措施，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结合目前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及资产结构看，
各公司短期偿债能
力一般，本担保有一定风险。由于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上述担
保风险可控。
4、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115,700 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92％。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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