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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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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四川汇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友电气”）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

于生产经营需要，拟向光大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将根据实际发生额确定，担保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2、湖南恒信电气有限公司（下称“恒信电气”）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于生

产经营需要，拟向光大银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

向农业银行申请不超过 4,500 万元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并由公司向光大银行

为其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担保、向农业银行为其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担保。

具体担保金额将根据实际发生额确定，担保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3、广州运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广州运达”）为公司持股 65%的控股

子公司，由于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期限不超过 1 年，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不

超过 1 年，公司根据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在交通银行 5,200 万元担保，在兴业银行

广州分行为其提供 1,300 万元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将根据实际发生额确定，担保

总额不超过 6,500 万元。 

本次对外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公司董事

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四川汇友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汇友电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2、被担保人汇友电气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日 

资产合计 13,863.71  15,336.96  

负债合计 1,766.90  2,871.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96.81  12,465.70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6.31  8,217.93  

利润总额 -367.94  2,985.45  

净利润 -368.89  2,609.43  

审计情况 未审计 已经审计，由信用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XYZH/2019CDA60053《审计报告》 

（二）湖南恒信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电子、电器、工业控制系统的研究、开发、生产及相关设

备的销售、技术转让；工业控制系统成套设备安装（不含

大型工业设备）（涉及许可的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调

试；设计、制造、销售高低压电器（含开关设备及干式隔

离变压器）及成套设备；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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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周晓东 

成立日期 1998 年 03 月 26 日 

经营期限 1998 年 03 月 26 日至 3999 年 01 月 01 日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西芯大道 5 号 4 栋 5 层 409 号 

登记机关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201888499K 

企业名称 湖南恒信电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2、被担保人恒信电气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日 

资产合计       16,699.60       17,179.50  

负债合计        3,271.74        4,323.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27.87       12,855.98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22.22 7,941.60 

利润总额 476.59 2,232.41 

净利润 405.84 2,012.97 

审计情况 未审计 已经审计，由信用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XYZH/2019CDA60039《审计报告》 

 

（三）广州运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8,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电气技术服务、电气机械产品及器材的设计、制造、销售；

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及

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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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王玉松 

成立日期 1999 年 09 月 21 日 

经营期限 1999 年 09 月 21 日至 2019 年 09 月 20 日 

住所 湘潭九华经济区大众路 1 号 

登记机关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7121278865 

企业名称 广州运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广州运达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日 

资产合计 3,683.23 3,854.25 

负债合计 15.02 3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68.21 3,822.15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0 9.43 

利润总额 -153.94 -177.85 

净利润 -153.94 -177.85 

审计情况 未审计 已经审计，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编号XYZH/2019CDA60218《审计

报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

交通安全、管制及类似专用设备制造;铁路沿线维护管理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软件开发;技

术服务(不含许可审批项目);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服务;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 卜显利 

成立日期 2018 年 09 月 06 日 

经营期限 2018 年 09 月 06 日至 2048 年 09 月 06 日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1633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8号配

套服务大楼 4 层 A402-5 房 

登记机关 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BTJ904 



公司将根据融资进度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

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全

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目的是保证全资子公司和控

股子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提高其经

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被担保对象系公司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

控与管理，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反担保情况 

广州运达本次融资由公司按持股比例进行担保，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根据公

司持股比例确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3,9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3.24%，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违规担保、无逾期担保。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