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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各子公司根据
2021 年度及未来生产经营计划及投资发展计划的资金需求，拟向境内外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贷业务。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
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且不限于保证担保及不动产等抵押、质押担保等
方式。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内可根据实际需求对各全资子公司担
保额度进行相互调剂。
3、上述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担保合同内容，以实际签署为准。
4、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拟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担保额度

1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0

2

珠海中京电子电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60,000

3

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0,000

4

珠海中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

5

惠州中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6

香港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合计

480,000

三、子公司基本情况
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
注册资本：2.8 亿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林
与上市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印制电路板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和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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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72,728.02 万元，净资产总额 65,261.44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22%，营业收入 144,145.36 万元，净利润 14,230.53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02,554.78 万元，净资产 64,249.60 万元，
资产负债率 68.28%，营业收入 110,693.43 万元，净利润 8,939.93 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审计。

2、珠海中京电子电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西六号 303 室
注册资本：3 亿元人民币

与上市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德威
经营范围：印制电路板制造、销售、研发、技术服务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
口。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923.85 万元，净资产 9,994.17 万元，资
产负债率 22.67%，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5.33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8,987.30 万元，净资产 10,392.46 万元，资
产负债率 73.34%，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398.3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审
计。

3、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洪湾工业区香工路 17 号
注册资本：703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林
与上市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各种电子元器件组装的电子组件、电子模块、
模组和电子产品周边零组配件；柔性电路板、多层柔性电路板、刚柔结合电路板、
封装载板。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2,152.36 万元，净资产 38,356.29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3.31%，营业收入 64,987.32 万元，净利润 4,180.59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88,112.38 万元，净资产 43,428.84 万元，资
产负债率 50.71%，营业收入 53,119.06 万元，净利润 5,037.70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审计。

4、惠州中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

注册资本：1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林
与上市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子元器件与电子终端设备; 医疗卫生机构的
投资与经营;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管理与咨询;医疗器械、医疗智能终端及
医疗相关药品、试剂与耗材的投资与经营;医疗与健康管理相关信息系统集成、
互联网医疗与医疗健康大数据分析应用与服务;医疗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产业园开发建设;创业孵化器经营管理;物业租赁;物
业管理;停车场管理;会议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实业投资。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931.98 万元，净资产 9,672.78 万元，资
产负债率 18.93%，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2,04.6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
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6,768.02 万元，净资产 9,512.85 万元，资
产负债率 43.27%，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159.93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审计。

5、香港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
注册资本：10,000 元港币
与上市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709.62 万元，净资产 817.95 万元，资
产负债率 95.38%，营业收入 35,775.17 万元，净利润-90.6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6,422.37 万元，净资产 962.67 万元，资产
负债率 94.14%，营业收入 24,641.07 元，净利润 161.8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审
计。

6、珠海中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1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林
与上市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 IC 载板、集成电路封装载板、半导体测试板、
类载板、高多层柔性电路板、高密度互联刚柔结合板；半导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半导体器件、光电子元器件、电子系统模块模组封装与制造；新型电子元器件与
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项目投资。
珠海中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6 月。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00.06 万元，净资产 100.04 万元，资产负债率 0.01%，营业收入 0.00 元，
净利润 0.043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审计。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且不限于保证担保及不动产抵押担保等
方式。
2、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对象全部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满足其经营业务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公司为其
提供的上述担保为最高限额担保，相关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对公司
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促进公司快速
发展，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同意为其提
供以上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公司对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及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

解，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决策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34,097.99 万元（占 2019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27%，占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51.23%，除此以外公司及子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
诉承担损失的情况。本次担保事宜仅为最高额度授权，具体担保金额公司将在实
际完成担保手续后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案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