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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3           证券简称：蓝思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29 

债券代码：123003           债券简称：蓝思转债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满足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开具信用证、开展保理业务等事项提供担保：为蓝思科技（长

沙）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50 亿元担保；为蓝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不超

过 30 亿元担保；为蓝思科技（湘潭）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5 亿元担保；为蓝思

科技（东莞）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30 亿元担保；为日写蓝思科技（长沙）有限

公司提供不超过 10 亿元担保；为蓝思精密（东莞）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5 亿元

担保。以上担保有效期为一年以内，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名称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0567699262E 

注册资本 111,425 万美元 

实收资本 111,425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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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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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 周群飞 

住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路 99 号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2061 年 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光学镜片，玻璃制品，金属配件，TFT-LCD、PDP、OLED、FED 平板

显示屏，3D 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触控开关面板及模组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涉及审批及许可经营的凭批准文件及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蓝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3,568.75 75% 

2 
蓝思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27,856.25 25% 

合计 111,425 100% 

经审计的最近

一年及一期财

务数据（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总资产 2,020,391.21 

净资产 491,325.39 

净利润 15,696.26 

2、蓝思科技（湘潭）有限公司 

名称 蓝思科技（湘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3005994298736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群飞 

住所 湘潭市九华经济区富洲路 98 号九华服务大楼 11 层 1108 室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蓝宝石晶体材料，光学镜片，玻璃制品，金属配件，TFT-LCD，PDP，

OLED，FED 平板显示屏，3D 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触控功能面板与模

组，高强透光新材料，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终端设备）组

装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项目，凭有效

许可证或许可文件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蓝思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8,000 50% 

2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000 50% 

合计 16,000 100% 

经审计的最近

一年及一期财

务数据（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总资产  37,001.18  

净资产  31,963.87  

净利润  -8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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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蓝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名称 蓝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号 1524914 

法定股本 990 万美元 

董事 周群飞 

住所 香港新界观塘海滨道 133 号万兆丰中心 7 楼 A 室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5 日 

经营范围 相关产品、原料、设备及技术的国际贸易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蓝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990 100% 

合计 990 100% 

经审计的最近

一年及一期财

务数据（万港

币）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总资产 1,904,812.09 

净资产 88,096.11 

净利润 48,287.38 

4、蓝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名称 蓝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19005572885745 

注册资本 322,598.71147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朝辉 

住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雄路 2 号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6 日 

经营范围 

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从事 TFT-LCD 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触控系

统（触控屏幕、触控组件等）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TFT-LCD

平板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触控系统（触控屏幕、触控组件等）；生产

和销售电子专用工模具，塑料五金配件，计算机，电视及周边产品，车

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并提供产品售后维修服务（涉限涉证及涉国家

宏观调控行业除外，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办理）；从事电子

产品、塑料五金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机器人开发、机器人零配件

组装、工业机器人制造、机器人零配件销售、机器人技术咨询、智能化

技术研发；研发、生产与销售光学镜片、玻璃制品、金属配件、TFT-LCD、

PDP、OLED-FED 平板显示器、3D 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触控开关面

板及模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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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22,598.711473 100% 

合计 322,598.711473 100% 

经审计的最近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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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及一期财

务数据（万元）

（单体） 

总资产 438,718.30 

净资产 279,928.27 

净利润 -101,889.55 

5、日写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名称 日写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0MA4LFYA873 

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周群飞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 7 号 

成立日期 2017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触摸屏生产；触摸屏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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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00 70% 

2 NISSHA 株式会社 200 20% 

3 
蓝思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100 10% 

合计 1,000 100% 

经审计的最近

一年及一期财

务数据（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总资产 25,694.94 

净资产 -16,899.41 

净利润 -23,246.35 

6、蓝思精密（东莞）有限公司 

名称 蓝思精密（东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1900MA4W8A2G8Q 

注册资本 16,666.6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朝辉 

住所 东莞市塘厦镇横塘社区塘清东路 312 号 

成立日期 2017 年 2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销售：通信产品；批发业、零售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工艺品、手机

配件、手机天线的研发；五金、电子元器件的加工、销售；普通货运（不

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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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6,666.67 100% 

合计 16,666.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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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的最近

一年及一期财

务数据（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 年 

总资产 38,837.78 

净资产 -25,281.16 

净利润 -29,891.97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蓝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蓝

思科技（湘潭）有限公司、蓝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蓝思精密（东莞）有限

公司均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日写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上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给

公司带来较大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428,150.1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5.10%，全部为公司

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以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