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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和 

全资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嘉科技”）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和全资子公司开展票

据池业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请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1、关于母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情况 

因母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母公司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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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

合授信业务，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各商业银行签署上述综

合授信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2、关于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情况 

因全资子公司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发特”）业务发

展需要，波发特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等值其

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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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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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等值其

他币种）。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业

务，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波发特法定代表人与各商业银行

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3、关于孙公司恩电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情况、与供应商签署

原料购销合同及担保事项情况 

因孙公司昆山恩电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电开”）业务发展需

要，恩电开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

种）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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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并由波

发特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

币种）。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业务，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波发特法定代表人、恩电开法定代表

人与各商业银行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其次，为促进恩电开的业务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波发特拟为

恩电开所签订的原料购销合同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的采

购货款担保，担保期限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综上，波发特拟为恩电开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

的担保。 

4、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亿泰纳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情况 

因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亿泰纳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亿泰纳”）

业务发展需要，中山亿泰纳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等值其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

用，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等

值其他币种）。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

信业务，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中山亿泰纳法定代表人与各

商业银行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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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控股子公司捷频电子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情况 

因控股子公司苏州捷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频电子”）业务发

展需要，捷频电子拟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等值其

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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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

币种）。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业务，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捷频电子法定代表人与各商业银行

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综上，公司（含子公司及孙公司）拟向各商业银行或供应商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由公司提供担保

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由波发特提供担保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公司累计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开展票据池业务情况概述 

因全资子公司波发特业务发展需要，波发特拟向各商业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1、业务概述 

（1）业务概述：票据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企业客户对所持有的商业

汇票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求，向企业提供的集票据托管和托收、票据质

押池融资、票据贴现、票据代理查询、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票据综合管理服

务。 

（2）合作银行：波发特拟根据实际情况及具体合作条件选择合适的商业银

行作为票据池业务的合作银行，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波发特经营管理层根据

波发特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票据池业务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最终确

定。 

（3）实施额度：用于与所有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质押、抵押的票据

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业务期限内，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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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滚动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波发特经营管理层根据其

经营需要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4）业务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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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担保方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波发特可以根据需要为票据池的建

立和使用采用最高额质押、一般质押、存单质押、票据质押、保证金质押及其他

合理方式进行担保。具体担保形式及金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波发特经营管理

层根据经营需要具体确定及办理，但不得超过票据池业务额度。 

2、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目的 

随着波发特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收取销售货款的过程中使用票据结算的

客户日益增加，波发特结算收取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有价票证。同时，波发特与供应商合作也经常采用开具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等有价票证的方式结算。为此，波发特开展票据池业务有利于： 

（1）收到票据后，波发特可以通过票据池业务将应收票据统一存入协议银

行进行集中管理，由银行代为办理保管、托收等业务，可以减少波发特对各类有

价票证管理的成本； 

（2）波发特可以利用票据池尚未到期的存量有价票证资产作质押，开具不

超过质押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有价票证，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等经营

发生的款项，有利于减少货币资金占用，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权

益的最大化； 

（3）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波发特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

减少波发特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 

3、票据池业务的风险和风险控制 

（1）流动性风险：波发特开展票据池业务，需在合作银行开立票据池质押

融资业务专项保证金账户，作为票据池项下质押票据到期托收回款的入账账户。

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会导致托收资金进入波发特向合

作银行申请开据商业汇票的保证金账户，对波发特资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波发特可以通过用新收票据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除这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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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资金流动性风险可控。 

（2）业务模式风险：波发特以进入票据池的票据作质押，向合作银行申请

开具商业汇票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等经营发生的款项，随着质押票据的到期，办

理托收解付，若票据到期不能正常托收，所质押担保的票据额度不足，导致合作

银行要求波发特追加担保。 

风险控制措施：波发特与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后，波发特将安排专人与

合作银行对接，建立票据池台账、跟踪管理，及时了解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和

安排波发特新收票据入池，保证入池的票据的安全和流动性。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  所：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金澄路 88 号 

4、法定代表人：陈宝华 

5、注册资本：27,550 万元 

6、成立时间：2012 年 6 月 13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机械设备

及零部件（不含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及无线电发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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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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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产权及控制关系：波发特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据） 

年份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元） 1,160,298,044.25 1,156,966,654.58 

负债（元） 645,048,200.98 722,362,082.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486,063,692.78 406,294,011.73 

营业收入（元） 1,023,675,876.06 1,226,569,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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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利润总额（元） 65,656,131.08 114,636,785.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52,158,579.07 86,463,436.55 

（二）被担保人昆山恩电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昆山恩电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住  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前进东路 88 号 7 号楼 

4、法定代表人：陈宝华 

5、注册资本：610 万美元 

6、成立时间：2005 年 8 月 11 日 

7、营业期限：2005 年 8 月 11 日至 2055 年 8 月 10 日 

8、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天线、滤波器等新型电子元器件（频率控制与选

择元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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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产权及控制关系：恩电开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波发特的控股子公司，其中

波发特持有恩电开 80%股份，日本电业工作株式会社持有恩电开 20%股份，日

本电业工作株式会社系注册在日本的日本企业。 

10、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据） 

年份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元） 279,358,667.31 337,901,120.56 

负债（元） 144,671,749.59 201,841,527.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元） 131,883,708.92 134,635,966.09 

营业收入（元） 495,698,618.92 686,349,747.05 

利润总额（元） 43,087,353.14 93,341,243.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37,393,375.86 82,091,398.08 

（三）被担保人中山市亿泰纳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山市亿泰纳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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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  所：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智能路 1 号之二 

4、法定代表人：韩惠明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20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精密机械、精密钣金件、五金配件、冲

压件、模具、电梯轿厢、观光梯轿厢、扶梯及电梯相关部件、精密五金结构件、

通讯控制柜、新能源控制柜及各类控制柜、电气柜；通信终端设备制造；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的除外）（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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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中山亿泰纳 100%股权。 

10、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年份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元） 73,507,335.40 63,617,077.69 

负债（元） 32,080,483.10 21,976,056.32 

所有者权益（元） 41,426,852.30 41,641,021.37 

营业收入（元） 129,122,031.12 144,976,501.34 

利润总额（元） -191,726.33 4,057,271.99 

净利润（元） -214,169.07 3,066,413.70 

（四）被担保人苏州捷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捷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  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昆仑山路 158 号 3 幢 2 楼 

4、法定代表人：吴永荣 

5、注册资本：5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5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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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滤波器、双工器、天线）、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

（以上项目不含橡胶塑料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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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产权及控制关系：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  例 

1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5.00 41.00% 

2 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00 10.00% 

3 吴永荣 122.50 24.50% 

4 刘亚东 122.50 24.50% 

合  计 500.00 100.00% 

波发特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波发特合计持有捷频电子

51%的股权，捷频电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10、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年份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元） 37,348,066.53 22,277,361.02 

负债（元） 45,750,179.17 21,400,872.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8,402,112.64 876,489.00 

营业收入（元） 8,411,154.35 5,473,053.59 

利润总额（元） -9,278,601.64 -2,734,751.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9,278,601.64 -2,755,137.33 

四、董事会说明 

（一）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说明 

1、担保原因：鉴于当前业务发展需要，波发特、恩电开、中山亿泰纳、捷

频电子均为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本次为其在向银行或供应商申请综合授信

时提供担保有助于拓宽相关子公司（孙公司）的融资渠道，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利益；同时相关子公

司（孙公司）均已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公司亦能够对其实施有效控制，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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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其次，控股孙公司恩电开另一股东日本电业工作株式会社系境外公司，无法

提供境内银行认可的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合计持有捷频电子 51%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捷频

电子其他股东吴永荣、刘亚东系捷频电子经营骨干，自身能提供用于担保的资产

有限，故无法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2、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目前，波发特、恩电开、中山亿泰纳、捷频电子经

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说明 

目前，波发特经营情况良好，其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应

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波发特的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

资金利用率；其次，票据池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波发特已建立良好的风控措施，

开展的票据池业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为波发特、中山亿泰纳、捷频电子提供担

保及波发特为恩电开提供担保事项属于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且相

关子公司（孙公司）均已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公司亦能够对其实施有效控

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情形。因此，我们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 

（二）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目前，波发特经营情况良好，其因业务发展需要而

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波发特的资金占

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其次，票据池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波发

特已建立良好的风控措施，开展的票据池业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因此，我们对

波发特本次开展票据池业务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10 

六、监事会意见 

（一）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波发特、中山亿泰纳、捷频电子提供担保

及波发特为恩电开提供担保事项属于对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

次担保事项。 

（二）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目前，波发特经营情况良好，其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开

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波发特的资金占用，

提高资金利用率，且票据池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波发特已建立良好的风控措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波发特本次开展票据池业务。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4.8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8.9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银行、供应商签署的担保协议金额累

计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25.6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6.5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

额为 18,319.5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1.7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7.58%；公司未发生违规担保和逾期担

保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11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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