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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104 

债券代码：143546     债券简称：18 福日 01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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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源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磊科技”）、福建

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实业”）、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诺通讯”）、惠州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迈锐”）。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源磊科技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敞口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万元”、“亿元”均

指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累计为源磊科技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2,329.68 万元；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日实业分别向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的敞口金额为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申请的敞口金额为 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累计为福日实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1,363.75 万元；本次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中诺通讯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敞口金额为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累计为中诺通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7,776.36 万元；本次公司为所属公司惠州迈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申请办理的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商票贷业务提供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保证，

向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总金额为 5,00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累计为惠州迈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0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其中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所属公司深圳市源磊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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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3,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的议案》、《关于继续为所属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5,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关于继续为所属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6,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所属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2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所属公司惠州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的商票贷业务提供商

业承兑汇票承兑保证的议案》、《关于为所属公司惠州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向中垠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总金额为 5,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以上议案的表决情况均为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 

以上担保额度在 2020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 2020 年度公司为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53.35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议案》中规定的公司对源磊科技提供 2.5 亿元、福

日实业提供 7 亿元、中诺通讯提供 18亿元、惠州迈锐提供 1.65 亿元的担保范围

内，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源磊科技 

源磊科技的注册资本为 3,615.3846 万元，公司持有其 70%股权。源磊科技注

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第四工业区 A15 栋，法定代表人为陈仁

强，经营范围为: 一般经营项目是：LED 发光二极管的研发与销售，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

止及决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LED发光二极管的生产。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源磊科技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4,717.60万元，净

资产为 16,728.95万元，负债总额为 27,988.65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37,793.65 万元，净利润为-1,353.73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源磊科技的总资产为 40,345.24万元，净资产为

16,908.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436.5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0,382.58 万元，净利润为 179.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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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颜磊先生已按其持股比例出具担保函。 

（二）福日实业 

福日实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500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日实业

注册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大道创新楼；法定代表人为温春旺，经营范围：电

视机，显示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及电子器件，电视机配

件，家用电器的制造、销售、维修；光学仪器、电器机械及器材的销售与维修；

节能环保产品、光伏设备，光电材料、器件及应用产品，移动通信终端（含手提

电话）研发、制造、销售；节能环保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广及咨询服务；

节能环保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软件、化工材料（不含易制毒

化学品）、建筑材料、钢铁及其制品（含不锈钢推车、不锈钢床）、金属材料、珠

宝首饰、纺织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化学原料（不含易制毒化学品）、矿产

品、煤炭、焦炭、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燃料油、柴油（不含危险化学品）、

医疗器械、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橡胶（含乳胶）及其制

品、塑料制品、玻璃仪器、皮革制品、玩具、服装及鞋帽、钟表及配件、家具的

批发、零售；汽车的销售；废旧物资回收（不含危险品）；对外贸易。苯、甲苯、

邻二甲苯、对二甲苯、甲醇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福日实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0,146.28 万元，净

资产为 15,812.69万元，负债总额为 64,333.59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143,085.28 万元，净利润为 1,112.3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福日实业的总资产为 136,043.05 万元，净资产为

13,755.1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2,287.8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109,412.05 万元，净利润为-2,057.50 万元。 

（三）中诺通讯 

中诺通讯的注册资本为 100,022.7186万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其 65.5851%股份。中诺通讯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

中心 2 号楼 3701，法定代表人为霍保庄，经营范围为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件硬件、

手机及周边配件、计算机及配套设备、电子产品、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微电

子器件、通讯器材、智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

传输设备、数据通信设备、宽带多媒体设备、电源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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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诺通讯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00,040.19 万元，净

资产为 212,786.76万元，负债总额为 287,253.4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

入为 791,555.05 万元，净利润为 9,602.2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月 30日，中诺通讯的总资产为 521,123.46 万元，净资产为

197,670.44万元，负债总额 323,453.0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706,385.67万元，净利润为 1,012.47万元。 

（四）惠州迈锐 

惠州迈锐的注册资本为 15,527.418 万人民币，为公司持有其 49%股权。注册

地址为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科西路 2号，法定代表人为赖荣，

经营范围为: LED彩屏、LED电源、LED灯具、LED 产品配件的生产、销售，光电

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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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惠州迈锐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0,666.09万元，净

资产为 4,396.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269.69 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20,661.42 万元，净利润为-2,642.22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惠州迈锐的总资产为 40,937.60万元，净资产为

2,346.1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8,591.4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8,417.34 万元，净利润为-2,050.22 万元。   

少数股东深圳市鑫锐明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福锐明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按其持股比例出具担保函。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本公司为源磊科技、福日实业、中诺通讯及惠州迈锐提供担保，系为支

持其业务持续稳定、经营及融资需求。源磊科技、福日实业、中诺通讯及惠州迈

锐经营情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以上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为源磊科技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000万元，

担保余额为 2,329.68 万元；公司为福日实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35 亿元，担保

余额为 51,363.75万元；公司为中诺通讯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4.89 亿元，担保余

额为 57,776.36万元；公司为惠州迈锐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500万元，担保余额

为 1,500万元。公司为所属公司（公司财务报表并表范围内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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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0.83亿元，担保余额为 158,786.27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46.53%、75.47%，无对外担

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