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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授信，同时在具体

授信业务流程办理过程中，公司可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由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或由下属

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担保，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

司拟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

公司及子公司的开具银行承兑、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项目贷款等一系列业务需求，具

体融资金额和融资银行将依照具体情况确定。同时，在具体授信业务流程办理过程中，

公司将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由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或由下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股权结构 担保额度（万元） 

1 
深圳市实益达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实益达） 
公司持有其 96.10%的股权 10,000 

2 深圳市实益达工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实益达持有其

100%的股权 
10,000 

3 无锡市益明光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实益达持有其

81.77%的股权 
10,000 

合计： 30,000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 年。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实益达 

成立日期：2013 年 0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6756.6927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工业城锦龙一路 6号华力兴办公楼 4F 

法定代表人：薛桂香 

经营范围：照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照明工程、驱动电源、控制系统；

进出口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实益达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6.10%的股权。 

财务状况：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29,236.81万元，总负债 13,747.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15,488.89万元，资产负债率 47.02%。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5,851.68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3,117.66 万元，净利润 2,804.76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

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1,617.97 万元，总负债 13,995.87 万元，

所有者权益 17,622.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44.27%。2019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813.23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898.81 万元，净利润 2,717.59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

数据，尚未经审计）。 

2、实益达工业 

成立日期：2015 年 0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社区锦龙一路 10 号实益达锦龙厂区 1栋 5 楼 

法定代表人：陈熙亚 

经营范围：智能照明、智能家居管理系统、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器、照明灯具

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器、照明灯具及

其零部件的生产。 

与公司的关系：实益达工业系实益达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423.42 万元，总负债 4,284.83

万元，所有者权益 5,138.59 万元，资产负债率 45.47%。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549.78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653.42 万元，净利润 1,559.35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003.45 万元，总负债 6,150.99 万元，所

有者权益 5,852.46 万元，资产负债率 51.24%。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143.03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813.19 万元，净利润 713.87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3、无锡益明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珠江路 92号 

法定代表人：薛桂香 

经营范围：照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照明工程、驱动电源、控制系统

的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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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的关系：无锡益明系实益达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349.54 万元，总负债 8,863.06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86.49 万元，资产负债率 85.64%。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072.49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731.25 万元，净利润 767.29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8,010.21 万元，总负债 4,628.37 万元，所

有者权益 3,381.84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78%。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593.32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688.77 万元，净利润 1,533.50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主要包括担保金额、保证期间、担保方式等内容，由相关子公司与贷款银

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担保总额为 30,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 22.39%，总资产的 18%。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之间互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实益达为实益达工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担保，实益达工业为实益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授信担保，

实益达为无锡益明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担保，本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实益达为无锡益明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担保仍在有效期内外，其他两笔担保均已到期解除。 

综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余额（含本次批准的担保额度）合计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4.63%，总资产的 19.80%。 



除前述担保事项之外，公司尚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违规对外

担保行为、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系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

的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可控；公司对上述被担

保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有控制权，本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授信及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所需，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授信及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授信

及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