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386           证券简称：广东骏亚       公告编号：2019-089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新增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广东骏亚”）、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骏亚数

字”）、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南骏亚”）、龙南骏亚

精密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南骏亚精密”）、龙南骏亚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南骏亚数字”）、骏亚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骏亚国际”）。 

 截至 2019年 10月 25日，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3,961.28万元，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401.45万元，全资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59.83 万元。 

 反担保情况：0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4 月 8 日和 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预计拟为全资子公司（含二级全资公司）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全资子公司预计

拟为公司年度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骏亚：关



 

于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广东骏亚：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为进一步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含二级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

要，公司拟在已预计的对外担保的基础上，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为公司及上述全资子公司 2019-2020 年度的部分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新增担保人

民币 7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上述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新增担保情况

如下： 

1、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惠州骏亚数字、龙南骏亚、龙南骏亚精密、龙

南骏亚数字、骏亚国际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或等值外币，预计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2、 全资子公司惠州骏亚数字、龙南骏亚、龙南骏亚精密、龙南骏亚数

字拟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或等值外

币，预计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基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上述担保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在上述公司之间

调剂使用，担保金额以被担保公司实际发生贷款金额为准。同时申请公司董事长

或其指定授权的管理层代理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名义或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向银行提供担保并

签署上述担保事宜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在上

述范围内以各公司与银行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11月 22日 

注册资本：20,614.32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园 25号区 

法定代表人：叶晓彬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印制电路板、HDI线路板、特种线路板、柔性

线路板，电子设备、移动通信系统及交换设备、电脑及其配件，半导体、光电子



 

器件、电子元器件及其贴组装测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销售。普通货运（凭许可证经营）。对在“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

业园 25 号区”的自有厂房进行出租。（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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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 PCB业务。最近一年一期，公司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 月 30日/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 1～12月 

总资产         252,691.94  150,415.41 

净资产          100,530.72 65,499.15 

净利润 2,001.99 6,352.90 

 

（二）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6月 23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园 25号（厂房 A） 

法定代表人：吕洪安 

股东构成：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电子数码产品及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国内贸易，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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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骏亚数字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 SMT业务。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 月 30日/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 1～12月 

总资产             13,794.04  8,213.71 

净资产              8,237.37  4,209.94 

净利润 890.43 939.88 

 

（三）骏亚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骏亚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8月 22日 



 

注册资本：20 万港元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141号中保集团大厦 8楼 802室 

董事:刘品 

股东构成: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电子数码 DVD产品、数字电视机顶盒、其他数码整机产品及其配

套的 PCB 电子线路板等电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最近一年一期，骏亚国际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 月 30日/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 1～12月 

总资产 13,694.66  6,731.53 

净资产 857.59  763.42 

净利润 70.91 -150.66 

 

（四）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9月 18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城 

法定代表人：吕洪安 

股东构成：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多层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研发、生产、销售；自有产品的进出口

业务（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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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南骏亚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最近一年一

期，龙南骏亚经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 月 30日/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 1～12月 

总资产 66,302.95  58,198.30 

净资产 23,399.00  20,694.46 

净利润 2,704.54  3,234.74 

 



 

（五）龙南骏亚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龙南骏亚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7月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城 

法定代表人：吕洪安 

股东构成：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研发多层高密度印制线路板、FPC板、HDI板、软硬

结合PCB及电子组装；自有产品进出口经营；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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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一期，龙南骏亚精密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 月 30日/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 1～12月 

总资产 50,061.03  41,571.19 

净资产 29,064.31  29,432.88 

净利润 -368.57  -423.56 

 

（六）龙南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龙南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3月 3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城 

法定代表人:吕洪安 

股东构成: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电子数码产品及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国内贸易；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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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龙南骏亚数字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9 月 30日/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 1～12月 

总资产 5,604.62  7,825.01 



 

净资产 743.84  1,011.55 

净利润 -267.70  -909.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担保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或其指定授权的管理层代理人在上述担保的额度范围内签署担保文件，

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上述公司与各金融机构实际

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担保事项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董事会

在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

项，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授权的管理层代理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授信

与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企业经营实际需要，能够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融资保

障，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年 10 月 25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合计为人

民币 23,961.2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58%；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13,401.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0.46%（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除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相互为各自提供

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