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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5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2021-014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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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2、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3、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4、 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 

5、 南京熊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6、 成都熊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为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南京熊猫

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南京熊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熊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7,5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

期间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次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止公告日，公司实际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是人民币 33,447.93 万元，在

股东大会批准总额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装备”）、南

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产业”）、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电子制造”）、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格电

汽”）、南京熊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制造”） 、成都熊猫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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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科技”）融资提供担保的有效期将于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 

鉴于该等子公司提请公司继续为其融资提供担保，公司综合考虑该等子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和实际资金需求，同意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次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期间（以下简称“该期间”），为以下子公司总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7,500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公司 融资担保额度上限 

1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20,000 

2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5,000 

3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6,000 

4 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 5,000 

5 南京熊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1,500 

6 成都熊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67,500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该议案项下相关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董事会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在该期间内，处理上述为相关子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具体事宜。 

根据有关规定，上述为相关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及相关事宜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于实际担保行为尚未发生，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担保

行为发生时及时披露相关担保内容，包括协议签署日期、被担保人和债权人名称、

担保金额以及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等资料。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岗街道经天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郭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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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仪器及环保配套服务、电力保护产

品、物流配套设备（含工业流水线及辅助配套设备、立体车库、自动仓储系统）；

金属制品的表面喷涂、热处理加工、系统工程（含工业自动化系统、环保系统、

电力保护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机械电子系统）设计、安装、维修、咨询、服务，

结构设计、图文设计；仪器仪表、一类医疗器械、普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模具

产品、夹具、办公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装璜材料、金属制品、文体用品、塑

料制品、机动车辆装配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工业控制产品、五金交电、

化工（危险品除外）、水暖器材、金属材料、包装材料、工艺品（不含字画）、文

化办公用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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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58,963.17 

总负债 35,501.38 

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 34,094.56 

净资产 23,461.78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741.28 

净利润 -8,366.26 

电子装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占股 100%。 

 

（二）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94.6435 万美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胡回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和天线，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设计、生产电子信息类产品，数字化视音频产品，数字通信终端产



4 

品及配套服务，家用电器、照明电器、电工、电料；轨道交通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及服务；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的设计、咨询、施工与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子工程、消防工程；

软件开发、信息化服务；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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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145,981.41 

总负债 96,093.94 

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 96,004.59 

净资产 49,887.47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554.72 

净利润 5,693.26 

信息产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占股 82%，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恒兴业有限

公司占股 18%。 

 

（三）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美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黄绍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数字视音频产品、信息家电、通信系统及终端、IT

产品和电子元器件、工模夹具；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配套服务；对外承接相关产

品的设计、加工、组装、测试业务；表面贴装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修业务；设

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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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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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85,458.72 

总负债 34,898.36 

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 34,452.10 

净资产 50,560.36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864.39 

净利润 7,475.39 

电子制造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占股 75％，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恒兴业有

限公司占股 25％。 

 

（四）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黄绍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家电塑料配件、汽车专用塑料配件、挤塑型材、家用

电器、玩具、卫生洁具制造、销售；模具制造；塑料喷涂装饰加工；配套组装；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销售、转让、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采购、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通信

系统及终端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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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27,069.58 

总负债 18,712.08 

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 18,691.48 

净资产 8,3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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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493.31 

净利润 -739.48 

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子制造持有华格电汽 100%股权。  

 

（五）南京熊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经天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陈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金属结构件、冲压件的加工、销售；金属制品的表面喷涂；普通

货物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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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7,716.53 

总负债 5,046.36 

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 4,914.73 

净资产 2,670.18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28.23 

净利润 -594.98 

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装备持有机电制造 100%股权。 

 

（六）成都熊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内 

法定代表人：黄绍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数字视音频产品、信息家电、通信系统及终端、IT 产品和电子元

器件、工模夹具、轨道交通电气控制设备、通信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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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轨道交通物联网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产品、环保设备、仪

器、电力保护产品、物流配套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环保配套

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咨询、施工与服务；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子工程、消防工程、软件开发、信息化服务；金属制品

的表面喷涂、热处理加工、系统工程（含工业自动化系统、环保系统、电力保

护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机械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维修、咨询、服务；

对外承接相关产品的设计、加工、组装、测试业务；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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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42,380.36 

总负债 37,336.11 

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 37,336.11 

净资产 5,044.25 

 2020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399.15 

净利润 2,853.28 

成都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占股 100%。 

2020 年末，成都科技资产总额 42,380.36 万元，负债总额 37,336.11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8.10%。 

成都科技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基建、生产设备投

资及生产运营所需资金较大，为保证其如期建成投产，公司向其出借资金，用于

厂房建造、设备购置及投产初期流动资金周转，这是造成其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最

主要原因。 

成都科技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软件系统，生产工艺成熟，市场竞争力较强，

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偿债能力。2020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49,399.15

万元、净利润 2,853.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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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于实际担保行为尚未发生，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在担保行为发生时及时披露相关担保内容，包括协议签署日期、被担保人和

债权人名称、担保金额以及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等资料。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所从事的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为

相关子公司提供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求，有利于

推动相关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本次为相关子公司融资担保

额度是在对相关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评估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相违背

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在可控范围内。董事会同意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次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期间，为

电子装备、信息产业、电子制造、华格电汽、机电制造、成都科技金额分别为人

民币 20,000 万元、25,000 万元、6,000 万元、5,000 万元、1,500 万元、10,000 万

元融资提供担保。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在该期间

内，处理上述为相关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在董事会书面审核前，公司提供了关于对外担保暨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

度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被担保

人均为公司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为上述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拓展业务和承接各类工程项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担保金额与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相匹配。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执行了相关审批决策程序。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3,447.93

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9.53%。公司及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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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并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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