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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或公司 指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天音通信 指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天音信息 指 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天音科技 指 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章贡酒业 指 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实业 指 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联终端 指 深圳市天联终端有限公司 

上海能良 指 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905,7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765.8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801,911.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322.27%。 

本公司对天音通信（资产负债率86.98%）的担保金额为703,411.7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82.68%。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情况 

（1）天音通信 

①为支持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通信”）业务发展，公

司拟为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额度 120 亿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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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金融机构出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同时公司拟为其向苹果电

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总计不超过 0.8 亿元的人民币信用额度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自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②为支持天音通信有限公司转售业务发展，公司拟为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向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申请以下事项进行担保：（1）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应支付的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结算款、违约金；（2）保证金；

（3）根据主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应向中国联通支付的损害赔

偿金；（4）中国联通为实现对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采取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所发生的保全费用、司法鉴定费、

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差旅费等）以及其他应由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或费用（如有）。天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担

保金额最高限额为￥22,000,000(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整)。担保期限为：以

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为准。在主合同自动顺延或双方续签的情形下，公司对

每次顺延或续签后的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顺延或续签后的主合同项下甲方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自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天音信息 

为支持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信息”）业务发展，

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额度 15 亿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同时公司拟为其向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总计不超过 5 亿元的人民币信用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拟为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授

信融资额度 1.5 亿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天音通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担

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天音科技 

为支持天音科技业务发展，公司拟为其向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

请总计 0.2 亿元的人民币信用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自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4）天联终端 

为支持天联终端业务发展，公司拟为其向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

请总计 4 亿元的人民币信用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自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5）章贡酒业、长江实业 

为支持子公司章贡酒业与长江实业因生产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为章

贡酒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额度 3 千万元提供担保，拟为长江实业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融资额度 5 千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担

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同时，为支持子公司长江实业因生产经营发展

的资金需求，子公司章贡酒业为长江实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额度 4 千万

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章贡酒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

责任期间为准。自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6）上海能良 

为支持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授信融资额度 2 亿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

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为准。本议案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04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孙公

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

司、子公司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

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天联终

端有限公司向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子公司天音通

信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子公



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担保额度预计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天音

控股 

天音

通信 
100% 86.98% 703,411.70 1,210,200 787.39 否 

天音

控股 

天音

信息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音通

信持有其100%股权 
61.30% 76,500 200,000 590.96 否 

天音

控股 

天音

科技 

公 司 直 接 持 有 其

89.46%股权，公司全资

子公司天音通信持有其

10.54%股权 

41.67% 0 2,000 19.76 否 

天音

控股 

天联

终端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音通

信持有其100%股权 
0.54% 0 40,000 4012.97 否 

天音

控股 

章贡

酒业 
100% 72.79% 0 3,000 28.81 否 

天音

控股 

长江

实业 

公司持有其99％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赣

南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1%股权 

38.26% 3,000 5,000 27.66 否 

天音

控股 

上海

能良 

公司子公司共青城天时

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99.80%)的子公司，持股

比例为51% 

87.87% 0 20,000 427.62 否 

天音

通信 

天音

信息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音通

信持有其100%股权 
61.30% 15,000 15,000 44.32 否 



章贡

酒业 

长江

实业 

公司持有其99％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赣

南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1%股权 

38.26% 4,000 4,000 22.13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02号新闻大厦26层 

法定代表人：黄绍文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产品的购销及技术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

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

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开

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通信100%股权。 

2、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小王辛庄南路10号 

法定代表人：严四清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济贸易咨询；销售通讯产品、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不含法

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通信100%股权，天音通信持有天音信息100%

股权。 

3、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01 月 16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 2 号 3 楼 1-7 轴 

法定代表人：严四清 



注册资本：948.93 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数码、电子相关产品的购销；信息咨询；通讯设备租赁；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家用电器产品上门安装维修服务；五金产品的零售；国

内货运代理。通信产品维修；仓储服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科技 89.46%股权，天音通信持有天音科技

10.54%股权。 

4、深圳市天联终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6 月 04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曾富荣 

注册资本：2,460 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产品的购销及技术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在网上从事贸易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通信100%股权，天音通信持有天音信息100%

股权。 

5、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27 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60 号 

法定代表人：陈力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蒸馏酒、配制酒、发酵酒生产与销售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章贡酒业 100%股权。 

6、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开发区迎宾大道 60-2 号 

法定代表人：陈力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酒瓶回收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长江实业 99％股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赣南



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长江实业 1%股权。 

7、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8 月 18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5008 弄 25 号-200 

法定代表人：严四清 

注册资本：2040.8163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信息科技、通信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领

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通信设备、办公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日用百货、电子

产品的销售；通讯设备维修；废旧物资回收（除废旧资源加工、再生利用）；数

码产品、计算机硬件、体育用品、户外用品、食用农产品、箱包、眼镜、母婴用

品、厨房用品、家用电器、小家电、五金交电、汽车用品、工艺品（除象牙及其

制品）、工艺饰品、医疗器械批发兼零售；食品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与自然人严四清分别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共青城天时合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80%和 0.20%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城天

时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自然人顾建伟分别持有上海能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51%和 49%的股权。 

（二）被担保公司财务数据(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数据) 

公司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信用 

等级 

天音通信 

11,803,3

81,047.5

7 

10,266,4

06,054.5

5 

1,536,97

4,993.02 

35,103,689

,226.85 

-144,398,

944.93 

-174,401,

072.93 

信 用 良

好 

天音信息 
874,478,

341.04 

536,045,

014.90 

338,433,

326.14 

9,250,084,

057.33 

8,356,380

.53 

6,054,05

5.66 

天音科技 
173,759,

452.69 

72,565,8

04.98 

101,193,

647.71 

397,086,74

3.74 

14,885,03

2.60 

11,017,61

9.22 

章贡酒业 
382,697,

253.22 

278,562,

473.50 

104,134,

779.72 

174,992,25

2.70 

4,712,923

.78 

4,712,92

3.78 

长江实业 
292,781,

594.02 

112,019,

099.95 

180,762,

494.07 

203,081,62

5.83 

3,233,693

.36 

2,526,05

4.82 

天联终端 
10,022,2

87.18 

54,596.4

1 

9,967,69

0.77 
997,019.85 

4,586,549

.42 

4,578,27

2.64 



上海能良 
385,667,

198.60 

338,896,

799.43 

46,770,3

99.17 

1,773,929,

831.97 

16,866,86

0.80 

13,340,8

52.11 

（三）失信查询 

经查询，天音通信、天音信息、天音科技、章贡酒业、长江实业均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被担保的各子公司与银行等

金融机构及相关单位共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及有关说明 

（1）公司各子公司业务经营形势良好，需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

资以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有利

于公司各控股子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符合

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且上述担保事项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2）关于为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说明 

天音通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范围是公司的主营核心业务。天音通

信的商业模式决定其对资金需求量很大，近年来，一直由公司为其授信融资提供

担保。天音通信鉴于业务发展良好以及面临中国移动通讯产品市场快速发展带来

的机会，因此需要一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给予支持。 

天音通信对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天音通信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反

担保协议有助于控制公司的担保风险，进一步保障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关于为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说明 

公司持有孙公司上海能良股权比例为 51.00%，虽不是全资孙公司，但持股

比例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其主要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均由公司委派，公司对上海

能良的生产和经营拥有绝对控制力，能够确保对其担保风险的控制。上述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 2019 年 04 月 13 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801,911.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2.27%。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



发生实际对外担保行为，亦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