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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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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4,576.13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6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3,924.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0,652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8.4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3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全资子公

司广东浩宁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浩宁达”，原名为“深圳市银骏科

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申请 1,000 万元贷款资金,借款期限 1年，深

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责

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止。基于

上述情形，广东浩宁达以其名下有权处分的 1 项实用新型专利向高新投提供了质

押反担保，公司为广东浩宁达向高新投提供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反担保。上述

事项公司已分别于 2017年 8月 25日、2017 年 9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和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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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到期后，广东浩宁达偿还部分借款本息，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尚有

497.82 万元借款本金未履行清偿义务。经借款人申请，各方协商同意对剩余借

款本金 497.82 万元展期至 2019 年 10 月 24 日，同时广东浩宁达每月按期付息，

等额还本，继续由高新投根据原保证合同为展期借款提供担保，广东浩宁达及公

司根据原保证合同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上述借款展期事项，由于相关责任主体

未根据《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上报公司，导致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 

2019年 8 月 20日，广东浩宁达因资金紧张，未及时偿还展期合同约定的借

款本金，高新投作为担保人于当日代广东浩宁达偿还了所欠北京银行的剩余借款

本息 269.57 万元。2019 年 9 月 13 日，高新投通过司法途径向广东浩宁达及公

司追偿上述垫付资金，案件已于 2020 年 9 月 17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广东浩宁

达偿还高新投垫付的借款本息 269.57 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高新投有权就质押

物所的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公司对处置质押物所得款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判决业已生效。 

现经各方协商一致，于近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广东浩宁达分期偿还

高新投垫付资金 269.57 万元及其利息。广东浩宁达应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还

清欠付高新投的全部债务本息。为充分解决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

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决定为广东浩宁达的 1,000 万元借

款提供反担保的事项补充审议程序，担保协议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担保余额

为 269.57 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担保期限为自上述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广东浩宁达 

1、 公司名称： 广东浩宁达实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4713444H 

3、 成立日期：2000年 09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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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城北路高发东方科技园 1#厂房(华

科)6-C 

5、 法定代表人：周俊 

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 主营业务：广东浩宁达主要从事电工仪器仪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微

电子及元器件、水电气热计量自动化管理终端及系统、电力管理终端、能源监测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提供电力工程安装、调试、维护以及上述相关业务

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等。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24,014,468.66 105,300,189.14 

负债总额 17,862,897.49 96,793,488.97 

所有者权益总额 6,151,571.17 8,506,700.17 

应收款项总额 6,175,762.95 64,907,005.2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9月 

营业收入 15,272,473.55 38,476,064.88 

利润总额 -3,609,017.45 2,344,894.19 

净利润 -2,842,833.07 2,355,12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4,335.13 -4,114,385.46 

注：以上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年度财务数据最终以审计为准。 

10、 股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11、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广东

浩宁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协议及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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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担保保证合同 

1、 反担保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担保方：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 被担保方：深圳市银骏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广东浩宁达实业有限公

司”） 

4、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担保期限：担保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7、 担保金额：①原担保协议项下的贷款本金 1,000 万元；②现时担保义务

金额为该笔贷款项下的剩余借款本息 269.57 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 

（二） 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1、 甲方（债权人）：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 乙方一（借款人）：广东浩宁达实业有限公司 

3、 乙方二（担保人）：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和乙方二合称乙方） 

4、 还款计划： 

① 甲方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的年利率向乙方计收 2,695,748.78 元垫付

款的利息，利息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 

② 甲方同意乙方分期还款，乙方应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首期

还款，之后于每月最后一天前向甲方等额还款，乙方应于 2022 年 9 月 30日前还

清欠付甲方的全部债务本息。 

③ 本案实现债权费用乙方需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给甲方。甲方同意

在收到乙方支付的首期还款与实现债权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对

乙方一所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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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如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履行还款义务，甲方同意暂缓行使对于生

效判决确认的质押物优先受偿权，同时不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乙方未按期

足额偿还本协议第二条或第三条的款项，经甲方催告，乙方在 3个工作日内仍未

能补足支付的，甲方有权按照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债权金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 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广东浩宁达为公司制造板块子公司，公司已于 2019年 6 月 17日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高端制造事业部的全部业务整体

转移到全资子公司广东浩宁达，广东浩宁达承接了集团高端业务板块的生产、招

投标、运营及售后服务等相关业务。广东浩宁达在公司整体资金困局的情况下，

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生产经营，未来可通过持续改善经营，归还剩余借款本息。 

此次补充审议担保以及签署和解协议事项有利于缓解广东浩宁达困局。广东

浩宁达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本次补充审议对广东浩宁达的

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相关责任主体未及时向

公司董事会上报重大信息，造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事项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

从而导致公司发生不合规行为。公司后续将严格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加强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规范有效监督与制衡，切实履行重大事项审议程序和

披露义务。同意将本次补充审议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24,576.13 万元（已

全部逾期），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0.69%，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单位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924.13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2.2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120,652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8.4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为 121,735.19 万元，被判决应承担的担保余额

为 120,069.57万元。 

针对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解决的违规担保，公司已督促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及相关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尽快通过多种形式解除或撤销公司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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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责任，消除上述违规行为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尚未判决的违规担保事项，积极应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使

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