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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9-017 

 

金 安 国 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为确保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各控股子公司

授信额度顺利取得和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所有控

股子公司（含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 23.6 亿元的担保，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以在总额度之内进行调整，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进行调

剂。公司为下述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表：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持股比例 

（通过直接或间

接方式） 

最高担保额 

（万元） 

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100% 80,000 

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100% 80,000 

上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 50,000 

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 100% 18,000 

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 100% 2,000 

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 100% 6,000 

合   计  236,000 

对于公司为各控股子公司在上述额度内提供担保，实际办理中授权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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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8 日；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大康路 188 号； 

（4）法定代表人：韩薇； 

（5）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覆铜板（在许可项目批准的有效期内

方可经营）。研发：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生产设备设施；批发、进出

口：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

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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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公司经营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

公司资产总额 100,898.10 万元，负债总额 57,211.91 万元，净资产 43,686.1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12,554.41 万元，净利润 8,116.24（经审计）。 

2、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 年 9 月 18 日； 

（2）注册资本：3,50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琴石工业区琴石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吴根秋； 

（5）经营范围：覆铜板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和新产品的开发；相关工艺、设

备设施的研发及开发；生产、销售自产的 FR-4、FR-5 覆铜板及半固化片、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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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及相关材料，玻璃布、铜箔等电子材料；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7）公司经营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

公司资产总额 128,393.19 万元，负债总额 52,941.09 万元，净资产 75,452.0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44,385.68 万元，净利润 8,159.51 万元（经审计）。 

3、上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4 年 10 月 29 日； 

（2）注册资本：5762.5488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 33 号； 

（4）法定代表人：韩薇； 

（5）经营范围：生产高等级 FR－4、FR－5 覆铜板及其制品，销售公司自

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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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公司经营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41,914.52 万元，负债总额 30,185.50 万元，净资产 11,729.02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48,976.18 万元，净利润 2,054.67 万元（经审计）。 

4、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20 日；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东城大道； 

（4）法定代表人：朱程岗； 

（5）经营范围：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自营本公

司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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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公司经营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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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41,429.31 万元，负债总额 23,397.30 万元，净资产 18,032.01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35,522.69 万元，净利润 4,489.59 万元（经审计）。 

5、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8 年 5 月 11 日； 

（2）注册资本：579.5181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牧家桥； 

（4）法定代表人：程爱仙；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印刷电路板；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公司经营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 3,381.89 万元，负债总额 1,017.91 万元，净资产 2,363.99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3,197.96 万元，净利润-27.34 万元（经审计）。 

6、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2 年 6 月 10 日； 

（2）注册资本：9000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全州镇城南路 38 号； 

（4）法定代表人：韩薇；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片剂、口服溶液剂、酒剂、糖浆剂、颗粒剂、

酊剂(外用)(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原料药、硬胶囊剂；生产、销售:抗(抑)菌制

剂(液体剂型,产品首次上市须经卫生安全评价合格)；原生中药材收购；农副产

品加工;生产、销售:含茶制品和代用茶[含茶制品(速溶茶类)]；中药材种植；生

产、销售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和口服液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国家允

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植物提取物研究、销售(行政许可审批项目除外)；食品、

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公司经营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 17,252.19 万元，负债总额 6,310.94 万元，净资产 10,941.25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8,352.06 万元，净利润 2,153.45 万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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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独董意见 

1、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近几年来经营状况良好，具

备偿还债务能力，各子公司向公司提出的担保申请主要为其因经营发展需要，向

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所需，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经

营发展所需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本次担保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我们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事项是合理的，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同意将本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外，公司未有其他对外担保事

项；本次担保事项通过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36,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1,466.12 万元的

93.85%，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