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3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账期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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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技术”）、重庆新科佳
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科”）、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科佳都”）



担保人：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都科技”）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36,500 万元。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269,482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信用
账期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技术、重庆新科因业务开展需要向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宇视科技”）申请人民币共 6,500 万元固定循环信用额度，信用
账期为提货之日起 60 天，公司对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二）公司为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信用账期担保
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科佳都向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华三”）申请人民币 8,000 万元固定循环信用额度，全资子公司重庆新科
向新华三申请人民币 22,000 万元固定循环信用额度。上述信用额度在新华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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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通用，账期 45 天，公司对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钧，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 2 号(科研办公楼)佳都智慧大厦 6 楼 605 房，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房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计算
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软件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网络信息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业务流程外包;安全系统监控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计算机
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计算机房设计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
务;办公服务;其他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零配件零售;通信设备零售;计算机零售;
软件零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办公设备耗材
零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070.80 万元、总负债 2,152.80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 2,152.80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4,918.00 万元；2019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营业利润-100.07 万元、净利润-100.07 万元。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070.73 万元、总负债 2,153.10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
流动负债 2,153.10 万元，净资产 4,917.63 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0 万元、
营业利润-0.38 万元、净利润-0.38 万元。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剑峰，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 49 号（谢家湾正街 55 号万象城项目）华
润大厦第 33 层第 8 号，注册资本：10,000 万元。重庆新科业务为从事网络及云
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业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1,226.46 万元、
总负债 107,468.3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07,468.38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
产 13,758.08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07,401.87 万元、营业利润 1,089.19 万元、
净利润 897.44 万元。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7,077.93 万元、总负债
74,224.96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74,224.96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12,852.97
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24,518.22 万元、营业利润-905.11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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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11 万元。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华强，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 2 号佳都智慧大厦 709 房，注册资本：40,000
万元。新科佳都是国内领先的智能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涉及轨道交通
智能化、智能化产品集成。在轨道交通智能化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及一线城市的成
功应用案例，主要产品包括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中央监控系
统。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12,155.26 万元、总负债 163,343.40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 163,111.50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48,811.8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45,797.46 万元、营业利润 150.79 万元、净利润 190.79 万元。截
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2,990.81 万元、总负债 144,582.63 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 144,331.96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48,408.19 万元；2020 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 10,805.14 万元、营业利润-12.78 万元、净利润-12.79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信用
账期担保
保证人：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一：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6,500 万元
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佳都科技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只要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重庆新科、佳都技术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宇视科技即有权直
接要求佳都科技承担保证责任。
第一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
1、被担保主债权为 2020 年度重庆新科、佳都技术与宇视科技签订的《浙江
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一级渠道合作协议（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宇
视科技有限公司一级渠道合作协议（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协议项下订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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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庆新科、佳都技术在宇视科技处理各类业务发生的全部债权。宇视科技给重
庆新科、佳都技术的信用账期为重庆新科、佳都技术在宇视科技处提货之日起
60 天。自本合同生效日之日起，宇视科技给与重庆新科、佳都技术总计陆仟伍
佰万元人民币固定循环信用额度，佳都科技自愿以其有处分权的财产向宇视科技
提供最高保证限额为人民币陆仟伍佰万元。
第二条

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重庆新科、佳都技术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全部货款、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宇视科技保管担
保财产、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第三条

保证方式

佳都科技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只要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重庆新科、佳都技术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宇视科技即有权直
接要求佳都科技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条

保证期间

保证担保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有效。
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二）公司为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信用账期担保
受益人：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含间接控股)
被担保人一：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22,000 万元
被担保人二：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8,000 万元
担保人：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佳都科技愿意担保：当重庆新科、新科佳都不论何种原因不能履行按期偿还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欠款及支付有关费用等义务时，佳都科技自愿无
条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限额叁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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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在此声明和保证：
1.佳都科技承诺担保协议签订后任何改变佳都科技本身性质、地位的事件、
事项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时，佳都科技保证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新华三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2.佳都科技在收到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含间接控股)出具的要求
佳都科技履行担保责任的付款通知书后，不论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是
否向重庆新科、新科佳都追索，保证按付款通知书规定的付款日、付款金额主动、
一次向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含间接控股)付清全部应付款项。
3.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含间接控股)与重庆新科、新科佳都就双
方签署的合同进行任何修改、补充、删除或重庆新科、新科佳都与其它主体签订
的任何合同不影响本担保函的有效性。
4.如重庆新科、新科佳都发生包括但不限于破产、重组或与其它公司合并，
或更改名称等类似情况出现，并不解除佳都科技在此担保书下的责任。
5.佳都科技的继承人（包括因改组合并而继承）将受本担保书的约束，并继
续承担本担保项下的责任。未得到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事先书面同
意，佳都科技不得转让到期担保义务。
6.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包含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之继承人（包括因收
购改组合并而继承）相应继承本担保协议之权利。
7.本担保书是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佳都科技与任何其它方面签订的任何合
同（协议或契约）均不影响本担保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8.本担保书履行过程中如产生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
何一方可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担保书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768,500 万元，占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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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00%；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8,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4%。公司及子公司对外累计担保总额
为 2,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1%。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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